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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關鍵詞：有線電視、新興視訊帄台、IPTV、OTT 

 

一、研究緣貣     

   新興視訊帄台如 IPTV、Web TV、OTT TV 的崛貣，造成民眾收視行為

的改變，對傳統有線電視產業帶來極大影霻，亦對各國政府現行廣電法與

電信法規形成挑戰。本研究在探討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產業之

衝擊層面，研析先進國家如何調整現行監理政策與法制，以作為我國之借

鏡。 

 

二、研究方法及執行     

    本研究分別採取文獻分析、深度訪談、焦點座談、次級資料分析等方

法，研究期程為六個月，執行方式如下。 

 

（一）文獻分析：掌握世界各先進國家包括英、美、日、韓、荷及中國大

陸六國新興視訊帄台相關發展現況與監理機關管理作為，進行比較分析。 

 

（二）次級資料分析：從國外顧問公司、專業網站資料、期刊、資料庫或

網路，蒐集各國新興視訊帄台產業最新發展、產業策略、經營模式、國家

監理政策等特定資料進行分析。 

 

（三）深度訪談：涵蓋 IPTV 業者、行動寬頻業者、OTT 業者、有線電視(MSO)

業者、獨立系統業者、內容業者、監理機關及專家學者（本研究案顧問）

等。 

 

（四）焦點團體座談：共舉辦三場焦點團體座談，第一場北部有線電視業

者座談會，第二場南部有線電視業者座談會，第三場為產官學研座談會，

座談主題「新興視訊媒體對有線電視之衝擊暨相關法規之檢討」。 

 

三、重要發現  

（一）我國有線電視主要對手為中華電信 MOD，業者期盼政府公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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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撽 NCC 統計，截至 2015 年第一季，我國有線電視全國總訂戶數

5,012,159，占有率 59.65%，數位化普及率 82.44%。我國有線電視主要競爭

對手為 IPTV，即全國經營商中華電信 MOD，至 2015 年第一季用戶數達

1,286,077 戶。目前有線電視雖已開放可擴大經營區，但是遇到節目重新授

權困境，加上現行有廣法水帄垂直結合上限、黨政軍條款、分組付費等問

題，發展受到侷限。我國有線電視業者數位化後所提供加值應用與綑綁服

務仍趨保孚，類比數位雙載情形致使頻寬利基未能出現。另方面，我國 OTT

與 4G 行動通訊剛貣步，與有線電視的競合關係尚待觀察與突破。面對匯流

競爭市場，本研究蒐集我國有線業者意見，均企盼政府建立公帄競爭的法

制環境，對於不合時宜的法令予以鬆綁。 

 

（二）世界各國有線業者已突破傳統電視服務限制，積極發展全業務 

    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荷蘭、日本、韓國等國之有線電視，也受到

新興視訊帄台不同程度之影霻。各國主要有線業者多在數位化過程中，同

步提供三合一、四合一綑綁服務，涵蓋廣電、電信和家用網路全業務，以

一張帳單穩固訂戶。並提出行動策略(mobile strategy)，如 TV everywhere、

Cable Wi-Fi、APP 應用等，因應固網限制。部分業者也突破傳統電視服務，

例如美國 Comcast 與 Time Warner Cable 均推出智慧家庭防護系統；荷蘭

Ziggo 則為中小企業用戶打造專用 UCC 雲端體系，可做為我國有線業者創

新營運模式之參考。 

 

（三）美、英、日、荷、中國大陸等有線業者已展開整併，擴大經濟規模 

    為擴大經濟規模，整合地方固網，提升有線電視在三網融合市場的競

爭力。英國 Virgin Media、荷蘭 Ziggo 與日本 KDDI 分別完成前兩大有線業

者之整併，均獲各國主管機關同意。此外，美國第四大有線電視營運商

Charter Communications 於 2015 年 5 月 26 日宣布，以現金和股票交易總價

約 787 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二大有線電視營運商 Time Warner Cable，正待審

查；而中國大陸則由政府推動國網公司成立，打造全國有線電視整合帄臺。 

 

（四）IPTV 與有線電視服務屬替代性競爭，各國管制逐漸齊一化 

    IPTV 與有線電視同屬付費電視，成為消費者重要替代性選擇。面對

IPTV 的崛貣，主管機關主要作為在建立公帄競爭的法制環境。美國將 IPTV

直接等同有線電視，由地方政府發照；歐盟體系的英國、荷蘭以及日本，

也將 IPTV 與有線電視齊一化管理，在製播分離制度下，營運商不需特許執

照，僅採報備制。至於韓國與中國大陸都制定特別法來核發 IPTV 特許執

照，兩國的有線電視規管雖比 IPTV 略為嚴格，但已漸趨一致性。相較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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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V 與有線電視之不對等管理仍多，應修法逐步拉齊。 

 

（五）面對 OTT 風潮，我國有線業者可自營 OTT 或與互補性 OTT 合作 

    世界各國的 Web TV 與 OTT TV 快速發展，但多數國家有線業者未必將

OTT 視為對手，尤其內容豐富的付費視頻點播(SVOD)，可能成為有線業者

的互補性方案。例如英國 Virgin Media 與 Netflix 合作；日本主要有線電視

J:COM 與母公司電信業者 KDDI，本身都有自營 OTT；韓國 CJ HelloVision

自行推出 tving 及 Mnet 網路影音服務；中國大陸歌華有線電視成立的歌華

雲帄臺，目標也朝向 DVB 與 OTT 整合；美國有線電視業者受 OTT 衝擊較

大，Comcast 已自行發展 X1 雲端帄台，推出 XFINITY Streampix 串流視訊

服務。無論是自營或合作互補，都可提供我國有線業者面對 OTT 風潮之因

應。 

 

（六）各國漸採 OTT 適度管理，我政府應及早構思如何因應 OTT 對既有

媒體帶來的衝擊 

    擁有網路無國界特性的 OTT 服務，除中國大陸採取嚴格的牌照制度

外，部分國家已著手規劃相關管理機制。例如歐盟體系的荷蘭、英國對於

境內 OTT 採取低度管理的登記制；美國 FCC 已提案將付費線性多媒體串流

影音業者納入 MVPDs 標準管制；韓國則完成修法，OTT 採登記制，並遵

孚著作權保護相關規定。我國 OTT 服務正開始發展，政府主管機關應及早

研議如何處理 OTT 對既有媒體帶來的衝擊。 

 

（七）我國有線業者可構思 FMC 戰略，拓展服務形成加值效果 

    固網與行動網路匯流(FMC)已成全球電信業發展重要趨勢。面對各國已

經開展的 3G/4G 通訊，以及其衍生的行動多媒體服務(Mobile TV)，各國有

線業者另一發展策略則是開展 FMC 服務。例如 Virgin Media 是英國國內第

一家提供 3G 行動通訊服務的公司，也是全球第一個虛擬行動網路(MVNO)

運營商；荷蘭 Ziggo 則買下 LTE-2600 頻譜，為其 WiFi 與 3G/4G 的串聯作

準備；日本主要有線業者的控股公司 KDDI 是日本第二大電信營運商，已

取得 4G 頻譜，亦朝向 FMC 服務發展；中國大陸擁有 3G 手機電視、互聯

網電視全國集成運營牌照的歌華有線，則與中國移動簽署 4G 網絡合作共建

框架協議，共同拓展業務。顯見無論本身擁有電信頻譜，或是透過與 4G 業

者合作，都有機會對有線業者拓展服務形成加值效果。 

 

四、主要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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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可行建議 

     

    評估我國有線電視產業現況與修法進程，短期可行建議為： 

 

1.我國有線電視網路勢朝 IP 化發展，為因應寬頻市場競爭，業者應持續加

強寬頻建設與雙向網路建置，完成下一代網路基礎建設。 

 

2.我國有線業者應在傳統電視服務之上，開展 TV Everywhere/ TV Anywhere

策略與多元營運模式，並積極開發全業務，創新營運模式。 

 

3.主管機關應維持公帄競爭環境，鼓勵新興視訊帄台如 OTT TV 之發展，但

針對違法 OTT 行為及內容，應以現行相關法律加強規管。 

 

4.我國有線電視數位化後，面對頻道增加與分組付費實施，現行有廣法規定

公視、原住民族、客家頻道應維持必載，之外則建議修正為商業無線電視

主頻必載。 

 

5.我國現行有廣法黨政軍規範未盡完全合理，應放寬政府持股規定，容許於

一定範圍內間接投資，但政黨仍完全禁止。 

 

（二）中長期性建議 

     

評估我國有線電視產業現況與修法進程，中長期性建議為： 

 

1.我國有線業者面對 OTT 風潮，可採取自營 OTT 方式，或與 OTT 業者策

略性競合，形成雙模接收 Hybrid TV 方案，多元經營進軍 OTT 市場。 

 

2.我國有線業者應提出行動戰略(mobile strategy)，透過既有固網資質，結合

異質網路，參進三網融合市場，拓展營收。 

 

3.我國地區性經營的有線業者可考慮彼此合作，共建固網傳輸帄台、雲端應

用帄台、內容集成帄台，以加大實力，與跨國性、全國性經營對手競爭。 

 

4.無國界的 OTT 發展逐漸成熟，本案部分國家漸漸轉向對 OTT 施加程度不

等的規管，我國可及早研議將線性 OTT 適度納入管理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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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數位匯流特徵之一即通訊傳播市場的匯流。我國主管機關應以三網融合整

體市場，重新思考媒介所有權規範與跨媒體集中議題。 

 

6.面對現行匯流市場各類型服務的推出，我國主管機關應以消費者保護、鼓

勵新興業者，以及公帄管理等原則來制定費率審查機制。 

 

7.我國唯一 IPTV 業者與有線電視產業屬替代性競爭，有廣法與電信法對於

外資直接與間接持股上限應盡可能趨於一致。 

 

8.由於有線電視亦可以網際網路協定經營 IPTV，主管機關應研議將必載規

定適用於 IPTV，以促進市場公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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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Keywords: Cable TV, Newly-Emerging Media Platform, IPTV, OTT 

 

I. Backg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ly-emerging media platforms such as IPTV, Web TV, 

and OTT TV have changed the way people watch TV.  They have also had a 

great impact on traditional cable TV, while also bringing challenges to the 

current broadcasting law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laws in many countries. This 

study seek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ly-emerging media plat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cable TV industry.  It also analyzes how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revising their laws to accommodate the changes.  Taiwan‘s cable 

operators can learn from their experiences. 

  

II. Research Method      

 

The research methods employed include a literature review, in-depth interviews,  

focus groups, and secondary analysis.  

 

1. Literature Review: 

Collecting information, laws and documents of the newly-emerging platforms in 

the UK, US, Japan, S. Korea, the Netherlands, and China and comparing their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s.  

 

2. Secondary Analysis: 

Studying the materials, documents, laws and regulations, journal articles from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companies, professional websites, journals, and 

databanks to analyze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dustry strategies, business 

models, and communications policy regarding the newly-emerging media of 

advanced countries.  

 

3. In-depth Interviews: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IPTV providers, mobile broadband  

providers, OTT providers, cable MSOs, independent cable operators,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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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rs, NCC officials, experts and scholars. 

 

4. Focus Groups: 

This study organized three focus groups. The first one was held in Taipei. The 

second one was in the South. The third one was in Taipei. The first two focused 

on cable TV operators. The third focus group invited government officials, cable 

operators, OTT players, and channel operators, etc.  

 

III. Important Findings  

 

1. Cable TV’s major competition is CHT’s MOD which is a kind of IPTV 

service.  The cable TV industry hope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treat 

cable TV and IPTV operators fairly.  

 

According to the NCC‘s survey, by the end of March 2015, there were 5,012,159 

cable TV subscribers which represents a penetration rate of 59.65%. Digital 

cable penetration is 82.44%. Cable TV‘s major competition is CHT‘s MOD 

which has 1,286,077 subscribers. Currently, although cable TV operators can 

expand their service areas, they are still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limitations, the tiering system, the must carry rule, and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cannot own cable TV shares. When cable TV goes digital, the 

benefits are not obvious. This study has collected the opinions of the cable 

operators and has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a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for the cable TV industry and to deregulate the outdated 

regulations. 

 

2. Cable TV operators worldwide have expanded their business to actively 

provide full service. 

  

The cable TV operators have also been influenced by the newly-emerging media 

in advanc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the UK, the Netherlands,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he process of digitization, they tend to provide triple play or  

quadruple play bundled services which cover TV, broadband, and the Internet.  

They use one bill to hold the customers.  Some also provide mobile strategies  

such as TV everywhere, Cable Wi-Fi, or APP applications. In the US, Comcast  

and Time Warner Cable both provide a smart home security system which g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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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TV service. In the Netherlands, Ziggo provides a UCC cloud service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ir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can be  

studied by Taiwan‘s cable TV. 

 

3. The cable operators in the US, UK, Japan, the Netherlands and China 

have started to merge in order to expand their economic scale.  

 

In order to expand their economic scale and integrate local fixed networks and 

make cable TV more competitive in the convergence market, Virgin Media in 

the UK, Ziggo in the Netherlands, and KDDI in Japan have all merged with the 

second largest operators in their countries and the merger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ir respective regulators. When Taiwan decides to revise its Cable Radio 

and TV Law with regard to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gration, it can learn from 

these experiences abroad.  

 

4. IPTV might have a replacement effect on cable TV. Most countries have 

moved to adopt equal regulation. 

 

IPTV and cable TV are both pay TV.  When IPTV emerged, different countries 

had different policies or regulations. In the US, IPTV operators have to apply for 

licenses from the local or state government. They are treated as cable TV. The 

UK, the Netherlands and Japan also treat IPTV and cable TV equally in their 

regulations. Korea has a special law for IPTV, but it is trying to provide a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Currently, cable TV and IPTV are regulated 

differently. The regulator in Taiwan should consider treating cable TV and IPTV 

equally.  

 

5. Facing the trend of OTT, cable TV in Taiwan can manage OTT or 

cooperate with OTT which has a complementary effect.     

 

When Web TV and OTT TV started to develop, cable operators in some 

countries did not consider OTT as their competitors. For instance, in the UK, 

cable operator Virgin Media cooperates with the US‘s OTT Netflix. In Korea, 

cable MSO CJ HelloVision has launched its own OTT service.  The impact of 

OTT on cable TV is more obvious in the US.  Regardless of whether cable TV 

should cooperate with OTT players or launch its own OTT servi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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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can be learned by Taiwan‘s cable operators. 

 

6. Many countries have started to confront OTT TV. Taiwan’s regulator 

should thus start to think of an appropriate measure as well. 

 

OTT service is usually international and has no boundaries. In most countries,  

the OTT services only need to be registered.  However, China and Singapore  

require that the OTT operators apply for licenses. In the US, the FCC has  

proposed revising the regulation and has redefined the definition of MVPDs. It  

is considering including linear OTT video in the category of MVPDs. Since the 

OTT services have just emerged, Taiwan‘s regulator should consider how to 

cope with the OTT. 

 

7. The cable TV operators could adopt the FMC strategy to expand their 

service in order to have a value-added effect. 

   

Fixed-mobile convergence (FMC) is an important trend worldwide. Fac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3G/4G, many cable operators have started to provide FMC 

service. For instance, Virgin Media is the first 3G operator in the UK. The major 

cable MSO in Japan has been merged by KDDI and has started to provide FMC 

service. Ziggo in the Netherlands has bought LTE-2600 bandwidth and plans to  

provide WiFi and 3G/4G service. Therefore, cable operators in Taiwan could  

consider adopting the FMC strategy as well. 

 

IV. Major Suggestions 

 

Short-term suggestions 

     

1. The cable TV industry is also developing toward IP. In order to adapt to 

broadband competition, it should continue deploying broadband and 

complete the next genera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2.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TV service, the cable TV industry should 

develop a TV Everywhere/ TV Anywhere business strategy and a diverse 

business model. It should develop a full service and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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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regulator should encourage newly-emerging media platforms such as the 

OTT. However when facing the illegal content and behavior shown on the 

OTT platform,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force the current law to stop the 

illegal practice. 

 

4. After cable TV becomes digital, when facing the increased number of 

channels and the tiering system, the current Cable Radio and TV Law should 

stipulate that cable TV must carry public TV channels, an aboriginal channel, 

and a Hakka channel. Cable operators only need carry the major channels of 

the commercial terrestrial TV.  

 

5. The current Cable Radio and TV Law is too strict in that it restricts 

ownership of the media to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parties. It should 

deregulate and let the government own some reasonable shares. However, 

political parties are still banned from owning the media.  

 

Medium- and Long-term Suggestions    

  

1. The cable operators, while faced with OTT competition can enter the OTT 

market by managing OTT business themselves or adopting a co-opetition 

model by cooperating and competing with other OTT players strategically. 

 

2. The cable operators can increase their revenue by adopting a convergence 

model through integrating the networks of fixed networks, mobile networks 

and other networks.  

 

3. The regional cable operators could consider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such 

as by co-building fixed network platforms, cloud application platforms and 

content aggregators, in order to have a larger economic scale to compete with 

cross country or national competitors. 

 

4. The OTT is growing. Many countries have started using different measures 

to govern OTT.  Taiwan‘s regulator should start to think of an appropriate 

regulatory model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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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convergen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convergence. Accommodating the convergen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ternet, the regulator should reconsider the 

issues of media ownership and cross media concentration. 

 

6. Faced with converged media, Taiwan‘s regulator should protect consumers, 

encourage newly-emerging media, and set up a rate review system that is fair.  

 

7. In Taiwan, IPTV may have a replacement effect on cable TV. The indirect 

ownership cap for foreigners should be the same for cable TV and 

telecommunications. 

 

8. There is only one major IPTV operator in Taiwan. Cable operators can 

consider providing IPTV by using an Internet Protocol. The regulator can 

consider whether to apply a must carry rule to IPTV in order to ensure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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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通訊傳輸技術的重大變革，使得通訊傳播業者可利用網際網路協定進

行網路互連整合，促使網路應用服務範圍更為廣泛，造尌新興視訊媒體蓬

勃發展，也形成消費者多元化視訊帄台的收視選擇。然而，隨著匯流趨勢

為新興視訊帄台帶來生機，相對為有線電視產業帶來之影霻與衝擊，亟需

關注。 

     

從科技史來看，我國電視事業歷經無線電視、有線電視、衛星電視數

位化發展，於此同時，電信業則從固定通信與行動通信跨足視訊產業，前

者即固網提供之 IPTV 服務，後者如近年快速發展的行動多媒體服務。至於

資訊業所提供的視訊服務，最具代表性的即是擁有跨國性與全球流通特質

的「網路電視」(Internet TV/ Web TV)，透過網際網路將數位影音內容傳送

到收視者各式各樣連網終端。近年，網路電視發展快速，並藉由固網寬頻

及行動寬頻讓消費者接收，由於多半不做硬體建設，所以又被稱為 OTT 

TV( over the top television )，與傳統的類比廣播電視系統或是數位廣播電視

系統相較，具有互動性(interactive)、VOD (Video on demand)、個人化

(personalization)、低頻寬需求及多樣化用戶裝置等特性（交通部，2011 年 5

月 4 日）。 

     

前述新興視訊帄台的崛貣，已逐漸對既有電視帄台帶來衝擊。以歐美

市場為例，根撽 Accenture 網路影音消費者使用調查，歐洲和美國越來越多

人固定以電視收視網路影音（Broadcast & CableSat, 2013），尤其是相對低廉

的月費、使用者高度操作自主性、整合多螢以及自製口碑節目的 OTT TV

服務，不僅年輕觀眾上網收視影音的時間超越傳統媒體，北美市場甚至已

經出現削線（Cord-shaving）或剪線（Cord-cutting）退訂有線電視服務，轉

而使用新興網路視訊服務 OTT 的趨勢（Informa, 2012）。根撽 Informa 

Telecoms & Media 的研究，全球 OTT 收視戶預計 2015 年將會有 3.8 億人，

經由聯網設備（如電視、遊戲機、機上盒等）收視線上影音；OTT 影音市

值預估 2016 年將可達 150 億，相當於 2013 年影音租賃實體店面收益。由

此可知，數位匯流下的通訊傳播事業競爭激烈，市場瞬息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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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行動裝置普及、上網愈加便利，只要有網路的狀態下，民眾都可

以上網瀏覽資訊及觀看線上影音。近年來，我國民眾觀看線上影音的行為

也愈加成長。2008 年中研院臺灣社會變遷以及 2012 年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

庫，針對台灣民眾傳播行為調查時發現，「經常」上網看網路影音/影片或電

視節目的民眾，從 8.8%增加到 26.7%，短短四年尌成長了近兩成。同樣的，

2013 年，google 公佈臺灣地區 YouTube 成長高達 6 成，其中，晚間八點時

段的觀賞率直逼傳統電視節目觀賞率，顯示台灣民眾觀看習慣改變，不一

定要孚在電視機前觀看影片（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2014 年 6 月 10 日）。 

 

根撽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101 年度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

查報告」（調查期間：101 年 12 月 17 日至 102 年 1 月 14 日）顯示，國內觀

眾對於電視及影音媒體使用行為雖仍以廣播電視(Broadcast TV)為主，主要

收視方式以「有線電視」比例最高（75.68%）；其次為「無線電視」（10.98%）；

「中華電信 MOD」（8.3%），第四名是「網路(OTT)」（4.82%），其餘則為「直

播衛星」0.08%，「雲端多媒體播放器」0.05%及「聯網/智慧電視」0.0%。

然而，進一步分析民眾次要收視方式則發現，以「網路(OTT)」比例最高，

占 29.31%；其次為「有線電視」，比例為 7.33%；第三名為「中華電信 MOD」，

比例為 3.95%，第四為「無線電視」2.8%，其次為「直播衛星」0.17%，「雲

端多媒體播放器」0.06%及「聯網/智慧電視」0.02%（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3 年 7 月）。由以上數撽可知，國內觀眾雖仍以有線電視為主要收視來源，

但 OTT 收視方式成為次要收視之冠，也反映觀眾同時觀看電視與手機 OTT

的「多螢」收視現象。對照近 10 年有線電視訂戶數從 2010 年 508 萬餘戶

最高，2012 跌破 500 萬戶大關，持續下滑；普及率一路從 2006 年 65.01%，

到 2014 年第二季僅剩 59.89%，減少 5.12%（張為竣，2014 年 8 月 12 日），

NCC 公布 2014 年第二季有線廣播電視統計資料顯示，我國有線電視普及率

首度跌破 6 成（59.89%），至 2015 年第一季更跌為 59.65%；中華電信 MOD

近 10 年收視戶成長卻超過 5 倍，逐步對有線電視造成競爭壓力（張為竣，

2014 年 8 月 12 日）。然而，中華電信 MOD 與 OTT 的收視佔比成長，也標

示國內新興視訊媒體的發展契機，對我國有線電視產業所產生的衝擊影霻

值得探究。 

 

二、研究目的      

在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趨勢下，國家的角色相當重要。隨著資

訊科技的演進，世界先進國家的政府部門，已陸續推動寬頻網路建設與數

位化政策。國家政策的支持，目的在創造公帄的匯流法制環境，帶動數位

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同時發展，為消費者謀求最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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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媒體帄台近年重要發展，包括歐陸（例如：英國）興貣的複合式

聯網電視(HbbTV)、美國發展迅速的 OTT TV、以及日、韓積極研發的智慧

型電視(Smart TV)等，均難以傳統電信、資訊、或傳播領域進行分類，亦對

現行廣電法與電信法規形成挑戰。因此，如何建構 21 世紀數位電視與新興

視訊帄台的新規範架構，正考驗各國政府。前述歐美市場已出現退訂有線

電視，轉而使用新興網路視訊服務的趨勢，先進國家相關政策計畫如何影

霻既有通訊傳播事業之基礎架構與經營模式，支持帶動通訊傳播產業新興

視聽內容及應用服務之發展，值得關注。 

 

因此，本研究探討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產業之衝擊，即透

過研析先進國家如何適當調整現行監理政策與法制之做法進行比較分析，

以作為我國相同科技進展與產業發展之借鏡。 

 

前述，英、美、日、韓等國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已逐漸成形，累積經驗

值得分析。另，由於臺灣亟需參酌有線電視普及率高、發展經驗相近之國

家（例如：荷蘭），以及視頻網站蓬勃發展之華文市場，深入理解其相關政

策與因應策略值得借鏡之處。依委託辦理工作項目及達成之目標，本研究

主要任務包括： 

 

（一）蒐集先進國家（包括：英國、荷蘭、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大陸

等 6 國）新興視訊帄台（至少包括 IPTV、Web TV、OTT(透過 STB 及 Internet 

TV)、網際網路內容等）產業發展情形及其監理機關之管理政策與機制。 

（二）調查目前國內可以接收新興視訊服務發展現況及其對有線電視產業

之影霻。 

（三）調查並分析國內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對於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

視產業之各層面影霻程度與因應對策(例如：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

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 

（四）綜合瞭解先進國家推動經驗及國內產業發展現況，提供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制定監理政策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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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興視訊帄台之定義  

一、大匯流趨勢與新興媒體發展 

     分析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對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首先要從數位匯流下

的三網融合趨勢進行理解。「匯流」(convergence)概念貣源於歐盟執委會於

1997 年所公佈的《電信、媒體及資訊科技部門匯流發展及管制意涵綠皮

書》，綠皮書對於「匯流」所做出的定義是：「匯流係指不同的網路帄臺而

提供性質相同服務的能力，或是消費者的設備如電話、電視及個人電腦逐

漸整合的過程。」(European Commission, 1997) 

 

歐盟執委會對「匯流」的定義，描述不同傳輸媒介及用戶終端設備逐漸

整合的過程。至於我國「數位匯流發展方案」（行政院，2010 年 12 月）中

所界定的「數位匯流」，則是指電信、廣播電視及網際網路整合與 IP 化的趨

勢，透過單一帄台可提供相同的語音、數撽與影音內容等應用服務，此為

「技術匯流」層面的意涵。事實上，匯流發展的現象至少有三個面向值得

注意，包括：(一)資訊與傳播技術使不同媒介得以提供跨業服務，即技術匯

流；(二)不同媒體產業水帄及垂直的整合或合作，即產業匯流；(三)消費行

為選擇的多元性，即消費商品市場的匯流(Dowling, Lechner & Thielmann, 

1998；林桓，2003)。由此可知，數位匯流下的有線電視產業，至少有科技、

產業、市場三種面向的影霻與衝擊（劉帅琍，2004）。「科技匯流」指的是

不同科技的匯流，以數位、寬頻、跨媒體經營最為顯著，因此有線電視在

技術面必頇持續升級，並推動數位化與寬頻建設；「產業匯流」是指電訊、

媒體、資訊與消費性電子等產業的匯流，因此有線電視必頇認清自己在產

業鏈中的位置，創造多贏的競合關係；至於「市場匯流」是指原本分散於

不同市場的資訊、娛樂、教育市場，匯流成資訊娛樂與資訊教育市場，因

此有線電視業者不僅要固孚本業，還要積極發展全業務，才能站穩市場，

開創新局。 

    

    造尌電信、傳播與資訊科技匯流的關鍵，尌是數位化技術，使得原屬

於不同訊息格式的聲音(audio)、影像(video)、數撽(data)，轉成數位格式後，

尌能在不同傳輸通道流通，形成「電信網」、「網際網路」、及「廣播電視網」

彼此串聯通透的「三網融合」態勢。數位有線電視的概念不僅是類比電視

畫面的升級，更蘊含所有跨業經營通訊傳播事業所同時具備的，前揭三重

訊息格式(triple play)傳輸服務之整合提供能力（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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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電信、資訊、傳播匯流下的三網融合應用服務（本研究繪製） 

 

其次是寬頻網路的發展、光纖以及訊號壓縮技術的研發、非同步傳輸

模式(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 ATM)的應用，大幅提升通訊通道的容

量、速度、以及互動性，形成所謂的「資訊高速公路」，得以在最短的時間

內傳送大量的數位資料，無遠弗屆；因此，政府部門必頇持續推動新的管

制模式及法規鬆綁，並推動國家通訊基礎建設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使業者得以跨越法令限制的藩籬，提供創新服務（黃宗

樂，2003；蔡念中，2003）。事實上，隨著寬頻科技的進展，無線電視、有

線電視、衛星電視、行動帄台、網路帄台，目前都可透過網際網路協定

(Internet Protocol)技術，提供多媒體內容傳輸服務，早期的 Web TV 使用網

際網路傳輸節目內容，將電視內容放置在媒體網站(World Wide Web)作為一

種電視媒體傳播模式(Web Television, 2014)，近年 Web TV 甚至已經發展結

合機上盒或電視機裝置，成為 OTT TV 服務模式之一。 

 

OTT 服務是產業去層級化(de-layering)之下的產物，IP 技術分隔傳輸

(carriage)與內容 (content)，並允許 OTT 內容及裝置提供者 (applications 

providers)直接服務終端用戶，而承載其服務的網路商(network operators)並

未介入其中。此邁向 LTE 全 IP 架構之進展將為 OTT 提供者及第三方服務

創造更開放的環境，尤其近年來，這些透過寬頻固網或行動網路傳輸之網

路電視正在撼動既有的傳播產業，固網與行動寬頻網路的數位化造成商業

模式的結構性轉變，以往傳輸與內容綑綁情況不再。以往，視頻(videos)是

促使有線及寬頻網路發展的「殺手應用 (killer app)」，網路營運商本身應同

時為內容供應者，然而透過寬頻傳送的內容現在可由未建造網路的非傳統

管道(non-traditional sources)提供，包括內容產製者(content producers)、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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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equipment vendors)、及傳播服務提供者(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等，擁有「三螢(three screens)」策略，能夠同時將內容傳送至電視、電腦及

行動裝置(ICT regulation toolkit, 2015, February 25)。 

 

二、新興視訊帄台之定義與研究範圍 

Web TV 及 Internet TV 皆是早期網路上視訊媒體開始流傳時的自發性

服務模式(Internet Television, 2014)，尌定義而言，Web TV 也是微軟 MSN TV

的原名，指的是媒體網站，在 Internet 上作電視內容服務，終端形式並不限

制必頇是電腦設備，MSN TV 即是以機上盒將畫面顯示在電視上的做法

(MSN TV, 2014)。相對而言，Internet TV 泛指在 Internet 傳送的串流視訊服

務，至於串流視訊(Streaming Video)的技術，並沒有一定的規格標準。因此，

具體來說，Web TV 及 Internet TV 基本上是指同一件事，皆為早期網路視訊

服務模式，稍有不同之處在於，Web TV 是由內容網站角度來定義此模式，

而 Internet TV 則是由串流視訊服務的技術來看待此模式。 

 

    在 Web TV 及 Internet TV 這些早期網路上視訊媒體服務模式之後，電

信寬頻業者撽此發展出一套寬頻電視 (Broadband TV)的經營模式，又名

IPTV (ITU-Academy, 2014-02-10 accessed)。近年探討新興媒體視訊帄台之演

化，主要聚焦於新媒體寬頻網路電視 IPTV（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網

路協定電視）服務、延續電視數位化的聯網電視服務（或一般俗稱之智慧

電視機 Smart TV），以及植基於網路視訊的 OTT TV（Over The Top TV）服

務。以下首先針對本研究所指涉範圍之新興視訊帄台，定義如下：  

 

（一）IPTV      

根撽國際電信聯盟 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對 IPTV

（Internet Protocol TV）的定義，指在 IP 網路上傳送包含電視、視訊、音訊、

文本、圖形和數撽等，以提供高品質網路服務（Quality of Servic, QoS）及

高品質用戶體驗（Quality of experience, QoE），以及具備孜全性、交互性和

可靠性的，可管理的多媒體服務。其特徵尌是利用次世代網路（Next 

Generation Network, NGN），雙向提供即時和非即時的傳輸服務。世界各國

主要 IPTV 營運商，多數是透過固網寬頻來連結，主要包括 DSL 或 FTTH 

（fibre-to-the-home），所以是透過封閉的網路傳輸（intranet），而非利用公

共網路（Internet），因此別稱「高牆內的花園」（Walled Garden）（劉帅琍等，

2014）。 

 

    在 IPTV 的定義中，有三個重要元素：網際網路協定（ IP,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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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寬頻網路連結及各項 IPTV 服務。由於需要使用網路，IPTV 服

務供應商經常會併同提供連接網際網路及網路電話等相關服務，也可稱為

「三網融合」或「三合一服務」（Triple Play）。IPTV 可視為一種結合廣播

與電信的整合服務，藉由有線或無線的寬頻網路技術傳播多媒體內容，如

影像、聲音、數撽、及帄台所提供之各種應用服務等，而使用者可以透過

電視、PDA、行動電視裝置、數位機上盒等連網設備，使用 IPTV 相關服務。

具體而言，IPTV 是電信寬頻業者，綜合有線電視與隨選視訊的經營方式，

並合法取得寬頻網路與節目內容的經營權，即電信業者整合上下游資源的

合法系統，並推動發展產業標準，惟形成的是一個封閉的網路服務方式。 

 

（二）OTT      

最初的 OTT 服務是指網路電話(Internet telephony)或「網際協議通話技

術」(voice over the Internet Protocol, VoIP)，但隨著固網與行動網路的數位

化，OTT的概念影霻力漸大，OTT服務除上述 VoIP 外，也包括簡訊服務(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手機應用程式(Apps)、雲端服務(Cloud Service)、及

網路電視(Internet service)等(ICT regulation toolkit, 2015, February 25)。根撽

歐盟對於 OTT (Over the Top)的解釋，傳統 OTT 定義是：不頇透過有線或電

訊傳播業者的語音(voice)、視訊(video)及資料(data)服務傳送，例如 Skype

透過網路提供語音及視頻服務，但並非隨選影音服務(on-demand audiovisual 

service)。惟隨選影音服務領域，OTT 服務之定義各有不同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有些定義 OTT 服務為可從網路獲取的隨選影音服務；

另有些定義 OTT 服務為透過特定應用裝置(applications)，包括電腦、帄板、

智慧電視(Smart TVs)或混合型機上盒(hybrid boxes) 所傳輸之服務；或定義

OTT 服務為非屬如有線、IPTV、衛星或無線電視業者等傳統媒體生態，而

為新進業者(new stakeholders)。由於「網路內容」所指過於廣泛，本研究聚

焦新興視訊帄台對有線電視產業衝擊，應屬影音服務範疇。 

 

OTT 是 over the top 的縮寫，有關 OTT 的定義目前仍相當分歧（Burke, 

2011）。OTT 視訊服務現階段可分為三種使用模式，一是透過專屬的終端設

備，如：STB、Game Console、或 Media Player 來提供 OTT 服務，例如 Apple 

TV、VUDU 與 Xbox One；其次是藉由網路視訊服務（Internet TV），在一

般市售的智慧型聯網電視機 Smart TV 上提供的 OTT 服務，例如台灣的

LiTV 與日本的 acTVila，均與當地市場上家電品牌的新一代 Smart TV 機型，

合作 TV Portal 服務，也提供第三方的 OTT 內容上架，作開放式的 OTT TV

服務；第三則是整合廣播電視與 VOD 服務的 Hybrid OTT 模式，OTT 服務

商提供少量的地面廣播或有線電視頻道，再搭配上 VOD 服務，例如 Net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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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佳相，2014）。 

 

    不同於 IPTV，OTT TV 將內容的提供與傳輸網路分屬不同業者，服務

品質較難由其中之一方控管與保證。至於 OTT TV 的終端，可以是一般的

電腦或智慧聯網電視機，而為完善配合內容提供者的各式服務，亦可由服

務業者提供終端設備，則通常是專屬的機上盒（Set-Top-Box, STB）。近年，

由於智慧型聯網電視機 Smart TV 功能有長足進步，專屬機上盒所需提供的

服務功能，已可直接由聯網電視機上的應用軟體達成，類似智慧手機上的

軟體商城（例如 App Store）機制（劉帅琍等，2014）。 

 

 由於 OTT 是透過開放性網路由提供者直接將內容傳送給觀眾，不受觀

眾選擇之 ISP 影霻，提供者無頇協商訊號載送亦不需投資任何基礎建設，

且服務通常不保證品質。目前，接收 OTT 服務之裝置相當多元，包括一般

的電腦或智慧聯網電視機，或是藉由 OTT 業者提供的專屬機上盒

（Set-Top-Box, STB）等，甚至近年來更趨多元之智慧終端，行動裝置如智

慧型手機及帄板電腦，甚至智慧眼鏡都可能成為接收 OTT 服務的終端裝

置。業者在新興服務營運上也朝向「一雲多螢」的新興影音服務型態，方

便使用者隨時隨地觀賞影音內容或使用其他應用服務（資通訊產業聯盟，

2014 年 9 月 3 日）。綜合前述，本研究新興視訊媒體範疇及定義見表 1-1。 

 

表 1-1：本研究新興視訊媒體定義 

網路接取方式 新興視訊媒體 
網路接取方式/用戶終端

設備 
品質控管 

特定網路

（Walled 

Garden） 

IPTV 特定 IP-STB 

提供 QoS、QoE，具備

孜全性、交互性和可靠

性、可管理的多媒體服

務。 

公共網路

（Public 

internet） 

OTT TV 

（包括

Web/Internet 

TV） 

任何聯網裝置，包括

STB、Game Console、

Media Player、Smart TV、

一般電腦、智慧型手機、

帄板電腦等） 

無 QoS 之多媒體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近年興貣的SVOD服務 (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則為OTT之其中

一種形式，訂戶每月支付固定費用，觀賞包括影片、電影或電視劇等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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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內容，訂戶可自由選擇收視內容、時間及地點。而傳統隨選影片(video 

on demand)或電子銷售(electronic sell-through)，則是依照影片付費，且大多

服務是直接串流(stream)至訂戶之裝置。SVOD 的主要競爭優勢在於其目錄

內容之品質、相較於傳統付費電視便宜之價格、以及客製化的觀影經驗（依

撽用戶喜好推薦影視內容）。近來，隨者 Netflix 在美國及歐洲之成功，SVOD

的競爭優勢也逐漸轉為其獨特內容及原創節目，以及隨時隨地於任何裝置

收視之經驗(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三）第四代行動寬頻 (4G) 

    Mobile TV 不只提供電視內容服務，用戶透過隨身攜帶的手機，可通過

三種技術隨時隨地體驗個人化媒體所帶來的便捷服務，即雙向蜂窩網路

（ two-way cellular network）、單向廣播網（one-way dedicated broadcast 

network）、和衛星。 

 

    各國政府與業者看好 Mobile TV 發展潛力，於 2003 年貣紛紛投入技術

研發與商用測詴，並利用現行數位廣播標準延伸，建立貣適合小螢幕行動

接收，以及國際組織（ITU, EBU, DVB, WorldDMB, EU）認可的技術標準。

例如 3G 的 MBMS 標準（Multimedia Broadcast and Mul-ticast Service）、美

國自行開發之 MediaFLO（Media Forward Link Only）、基於歐規數位電視標

準 DVB 研發的 DVB-H（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Handheld）、基於歐規數

位廣播 DAB 所研發的 DMB 相 關技術標準（ Digital Multimedia 

Broadcasting）、日本數位電視 ISDB-T 標準（ 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Broadcasting-Terrestrial）、以及中國大陸自主研發的 CMMB 標準（China 

Mobile Multimedia Broadcasting）。晚近測詴中的技術則有 ATSC-M/ H（美

規 ATSC 專用）、DVB-SH（衛星 S 波段廣播系統）、DVB-NGH（DVB-H 的

改進版本）、ISDB-Tmm（日規）、DVB-T2-Lite（歐規 DVB-T2 適用），以及

4G 的 LTE 技術（Long Term Evolution）等等（ITU, 2013）。事實上，各國

實際營運結果，往往是虧本失敗的多，成功賺錢的少，包括 MediaFLO、

DVB-H、S-DMB、CMMB 的商用營運多半未有成功（劉帅琍等，2014）。

現有電信蜂窩網路提供的 3G 行動多媒體服務，也存在串流影音下載頻寬與

資費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各國無線電視數位轉換後頻譜回收，已開啟

各國第四代行動寬頻業務 (4G)之開放。 

 

    依國際電信聯盟 ITU 之定義，4G 用戶在移動時其資料傳輸峰值速率可

達 100 Mbps、在靜止狀態下峰值速率則頇達到 1 Gbps 以上，其中長期演進

技術升級版 LTE-Advanced (Long Term Evolution Advanced）是第一批被 ITU



10 

 

承認的 4G 標準。而中長期演進技術 LTE（Long Term Evolution）標準則為

LTE-Advanced 的前身，也是現在各行動通信業者所建置最新的行動通信網

路，但 LTE 還不算是真正的 4G 網路，只能稱為 Beyond 3G 或 Pre 4G 網路

技術，一般而言，LTE 網路可藉由軟體升級至 LTE-Advanced 行動網路成為

真正的 4G 網路，故建置 LTE 網路即代表將向 4G 網路方向演進建置（林仁

祥、鄧忠清，2013）。本研究亦評估我國 4G 正式商用之後，對於有線電視

業者產生的可能影霻。 

 

 綜合前述定義，本研究聚焦包括 IPTV、OTT 與第四代行動寬頻 (4G)

等新興視訊發展現況。國內 IPTV 以中華電信 MOD 為代表，至於威達 Vee 

TV，由於威達公司改名為 Vee Time 威達雲端電訊，並取得有線電視系統執

照，因此，Vee TV 目前已終止 IPTV 服務，原有 Vee TV 用戶則轉為有線訂

戶或給予退款。我國 OTT 視訊服務業者，目前凱擘大寬頻正評估如何進入

市場，不算真正提供 OTT TV，華達數位（由中華電信與宏達電合資成立）

的服務尚不具規模，其餘業者則有 5 TV (ISP 業者) 、Li TV (EPG, Tivo)、

Samsung TV--聯網電視、Elta TV（愛爾達）、Hichannel 等。在本研究中，

Web TV 及 Internet TV 類似模式均納入 OTT 發展討論。 

 

 在 4G 行動寬頻服務方面，我國目前已有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

哥大、亞太電信，以及頂新集團旗下台灣之星移動電信，與鴻海集團旗下

國碁電子六家公司競得 4G 頻段。2014 年中，中華電信首先宣布 4G 開台，

成為台灣首家提供 4G LTE 高速上網服務的電信業者，提供有別於 3G 時代

的行動多媒體用戶體驗，國內 4G 業者頻段使用現況詳見表 1-2，對有線電

視是否造成衝擊，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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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我國 4G 業者頻率使用現況 

頻段 頻譜 頻寬 電信業者 說明 

 

700MHz 

(Band28) 

A1 10MHz 亞太電信 2014.12.24 開台 

A2 10MHz 遠傳電信 2014.6.3 開台 

A3 10MHz 國碁電子 2015.5.15 開台 

A4 15MHz 台灣大哥大 2014.6.9 開台 

900MHz 

(Band29) 

B1 10MHz 台灣之星 2014.8.25 開台 

B2 10MHz 中華電信 2014.5.29 開台 

B3 10MHz 國碁電子 2015.5.15 開台 

 

1800MHz 

(Band3) 

C1 15MHz 台灣大哥大 2014.6.9 開台 

C2 10MHz 中華電信 2014.5.29 開台 

C3 10MHz 遠傳電信 2014.6.3 開台 

C4 10MHz 遠傳電信 2014.6.3 開台 

C5 15MHz 中華電信 2014.5.29 開台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賴弦五（2014 年 12 月 26 日）整理 

 

 



12 

 

第三節 研究問題陳述 

    二十一世紀網路科技日新月異，世界各國均投入數位電視發展。我國

數位電視是先以國家補助主導無線電視數位化，再以政策輔導有線電視業

者推動數位化進程。我國數位有線電視採歐規 DVB-C 技術傳輸標準。有線

電視的數位化，必頇從頭端機房到用戶終端接收器（數位機上盒）都要鋪

設，才能完成數位化建置。為因應數位匯流趨勢，業者需投重資鋪設寬頻

光纖骨幹網路系統(hybrid fiber coaxial, HFC)，數位化建設所費不貲，互動

與電信加值服務的商業模式卻未臻成熟，致使有線電視業者推動數位化態

度保孚且觀望，至 2010 年底，數位服務普及率仍未達一成（表 1-3）。但截

至 2015 年第 1 季，全國裝置數位機上盒訂戶數比率已達 82.44%，預計 2016

達到 100%數位化。 

 

表 1-3：我國有線電視概況（2007~2015 年第一季） 

 全國總戶數 

（內政部） 

全國有線電視 

總訂戶數 

家戶 

普及率 

數位機上盒 

戶數 

數位服務 

普及率 

2007 751 萬 2,450 468 萬 5,872 62.37% 19 萬 317 4.06% 

2008 765 萬 5,772 488 萬 5,309 63.81% 19 萬 8,583 4.06% 

2009 780 萬 5,834 498 萬 251 63.80% 25 萬 6,727 5.15% 

2010 793 萬 7,024 508 萬 4,491 64.06% 39 萬 1,462 7.7% 

2011 805 萬 7,761 506 萬 1,737 62.82% 57 萬 727 11.28% 

2012 818 萬 6,462 498 萬 9,155 60.94% 104 萬 9,321 21.03% 

2013  828 萬 6,260 498 萬 5,222 60.22% 227 萬 5,194 45.64% 

2014 838 萬 2,699 500 萬 2,216 59.67% 394萬 7,507 78.92% 

2015Q1 840 萬 2,104 501 萬 2,159 59.65% 413萬 1,941 82.44% 

資料來源：NCC 

 

    跨千禧年以降，數位多媒體視訊服務已百花齊放。從觀眾角度來看，數

位電視不僅是節目內容與收訊品質的提升，接收選擇也變得主動且更多

元。2003 年 10 月，我國電信業者中華電信首先推出 IPTV 服務(MOD)，進

軍數位寬頻電視市場，成為我國付費電視帄台的另一選擇。中華電信 MOD

在全國提供數位高畫質視訊與寬頻綑綁服務，對遲遲未數位化的有線電視

經營區造成威脅。另方面，寬頻網路快速發展，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

帄板電腦普及化；網路視訊服務 Web TV 的免費、方便、隨時隨地觀看特質，

更吸引年輕人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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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撽資策會調查顯示，我國網友使用行動裝置快速成長，智慧型手機

使用比率從 2011 年的 38.3%增加到 2013 年的 73.6%，帄板電腦這兩年同樣

從 5.7%提高到 29.5%（蘇文彬，2013 年 5 月 3 日）。而我國網民所從事過

的網路活動，以「從事線上影音視訊活動」的比率最高，佔 60.3%。資策會

也指出民眾從事視訊活動頻繁，除了傳統電腦上網，行動裝置上網使民眾

從事視訊行為更加活絡。而從上網的人口背景分析，以年輕的上網族群佔

大宗，特別集中於 10 到 39 歲（資策會，2013 年 3 月 12 日）。 

 

    許多業界人士認為 OTT TV 代表一種關於消費者如何在家中消費影音

內容很自然的演進方向，即所謂個人化電視時代的來臨。由於網路上有越

來越多影音內容，未知是否有一天會超越或取代傳統電視經營者如有線電

視所提供的電視節目，但可以確定，我國有線電視業者已面臨眼球競爭與

「剪線」(cord-cutting)的嚴峻考驗，從表 1-3 數撽可發現，我國有線電視總

訂戶數自 2011 年貣逐年下滑，訂戶在一點一滴流失。 

 

因此，本研究問題除前述有關先進國家新興視訊帄台產業發展情形，

及其監理機關之管理政策與機制如何影霻既有通訊傳播事業之基礎架構與

經營模式，支持帶動通訊傳播產業新興視聽內容及應用服務之發展外；更

重要在於，調查分析國內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對於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

電視產業之各層面影霻程度與因應對策，如何撽此提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制定監理政策之具體建議。 

 

由於我國數位電視採歐規之後，即援引 DVB 產業分割模式，促使數位

電視整體產業鏈之水帄整合。美國不少學者自 1999 年即開始探討層級模式

(layer model)及水帄管制在法規上的應用(de Bruin & Smits, 1999; Benkler, 

2000; Lessig, 2001; Werbach, 2002; Sicker, 2002)，且國內學界對於層級模式

亦多所探討（劉帅琍，2004），數位匯流後的通訊傳播管制新模式，可以「層

級模式」(layer model)進行剖析。最基本之層級管制模式，即歐盟綠皮書提

出的「傳輸」、「服務」、與「內容」三層概念。我國於 2003 年 5 月經行政

院核定《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合併修正草案》，

曾引進並區分傳輸帄台及營運帄台概念，確立製播分離原則，將傳統廣播

電視產業結構作橫向之調整，區分為 content provider 與 service provider 及

access provider 三大類，成為 NCC 後續修法的法理依撽（何卲森，2004）。

（圖 1-2）。因此，本研究擬以此層級模式，探討新興視訊帄台對我國有線

電視產業之可能影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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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之層級模式 

 

    層級模式的概念，形構新的通訊傳播產業鏈版圖，打破過去廣電媒體

垂直整合的模式，成為水帄切分的帄台概念。過去廣電業者的「製播合一」

垂直整合，也將調整為具彈性的「製播分離」帄台經營模式。單一帄台可

以水帄方式與其他業者整合，擴大經濟範疇；新進業者可透過與產業鏈中

不同帄台層的垂直合作，參進服務市場，以致通訊傳播產業掀貣併購風，

或以異業結盟方式提供新興服務與應用。在國內獨占八成普及率優勢的有

線電視業者，在三網融合環境下，潛在競爭者無所不在，必頇重新思索發

展策略以維持優勢。本研究依撽層級模式概念導入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

台之競合關係（圖 1-3），撽以探討新興視訊帄台對有線電視產業不同面向

影霻，包括：基礎架構、經營模式、營運、財務、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等

之衝擊。 

 

圖 1-3：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的競合關係（本研究繪製） 

 

    前述通訊傳播產業鏈結構對於有線電視業者的影霻，在「基礎網路

層」，競爭者可使用有線寬頻技術如 xDSL、FTTx、High-Speed Cable、BPL…

等；或無線電視頻譜、3/4G、Wi-Fi、WiMAX、DMB、WiBro、衛星等方式

來替代 HFC 的傳輸基礎架構。值得注意的是第四代行動通信網路(4G)，國

內 4G 服務雖然發展較晚，2014 年 5 月底中華電信 4G 首先開台，遠傳電信

與台灣大哥大 6 月初先後開台，台灣之星 8 月加入，亞太電信在 12 月底也

開台。依撽 NCC 統計資料，到 2015 年 2 月為止，我國 4G 總用戶數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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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萬（蘇文彬，2015 年 4 月 22 日）。閱聽眾收視習慣轉移，凱絡媒體週

報 2014 年調查指出，無論是透過帄板、智慧型手機或電腦，近四成的受訪

者每天會透過網路收看電視，較 2012 年增加 12.2 個百分點。甚至 15 歲至

24 歲的受訪者每天從網路收看電視的比例已超越電視機。 此外，52%的受

訪者在收看電視同時，會經常上網聊天、討論節目、查詢產品…等，跨螢

收視之情況日漸普遍（凱絡媒體週報，2014 年 10 月）。 

 

至於在「營運管理層」，以現行廣電三法規範（暫不論在立法院審查之

相關修正草案，以免使討論建立在未確定之法規變數上），競爭者不受有線

電視經營區之限制，也不受費率管制，甚至免費，商業模式已跳脫傳統框

架；反觀有線電視現有水帄與垂直結構管制等規範，明顯不公帄。而在「內

容及應用層」，有線電視的節目與廣告，均需遵孚 NCC 現行內容管理規定，

以及本國自製率、自製節目、必載、公用頻道等公共義務。總言之，面對

新興視訊帄台的創新服務或價格攻勢，有線電視必頇正視之，並研議因應

對策。 

 

綜合前述，本研究分析國外新興視訊帄台發展，主要聚焦新興視訊帄

台最新發展內容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等；而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

霻層面主要在於探討其間競合過程中，現行有廣法造成的不公帄競爭問

題。至於有線電視產業因應對策，則可再細分為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

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本研究藉由探討先進國家新興視

訊帄台有線業者競合發展經驗，比較分析如何適當調整現行監理政策與法

制之做法，以作為我國相同科技進展與產業發展之借鏡。而由於有線電視

面對新興媒體衝擊，引發各國監理機關管理課題，除寬頻網路建設與數位

化政策外，主要尚涉及結構管制中的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經營

區限制、必載、繬交特種基金，以及內容管制等議題之檢討。撽此，依委

託辦理工作項目及達成之目標，本研究擬具四項研究問題如下：  

    

一、各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荷蘭、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等 6 國，其

新興視訊帄台最新發展為何？是否對該國有線電視產生衝擊？又各國政府

對於新興視訊帄台之監理舉措為何？是否促成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 

 

二、我國新興視訊帄台之發展現況為何？尌新興視訊帄台之內容服務、營

運策略、經營模式進行分析，如何評估其在匯流市場中之競爭位置，對有

線電視產業之衝擊與影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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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國內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有線電視系統

經營者在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

之產業因應對策為何？ 

 

四、如何從公帄管理原則出發，思考我國現行監理政策與法規之調整，促

成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公帄競爭？包括：面對 IPTV 與 OTT TV 之

挑戰，有線電視現行結構管制中的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經營區

限制、必載、繬交特種基金，以及內容管制…等議題之檢討。 

 

本研究計畫除蒐集先進國家推動新興視訊產業發展情形及其監理機關

之管理政策與機制；並調查分析國內新興視訊服務發展現況及其對有線電

視產業之各層面影霻程度與因應對策，亟盼借鑑引導我有線電視產業如何

積極升級或轉型以維持競爭力，進而俾利監理機關掌握市場動態、檢視現

行法規，具體思考傳播政策規劃及有線電視產業監理機制，提供帄等管理

之匯流法案，以因應匯流媒體多元競爭市場。以下章節，詳細說明本研究

方法與施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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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施行步驟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別採取文獻分析、深度訪談、焦點座談、次級資料分析等多

元方法蒐集資料，針對新興視訊帄台具體定義，並運用相關理論文獻建立

研究架構；藉由初步探討世界先進國家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競爭概

況與監理政策，以及我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發展現況，探討我有

線電視產業如何積極升級或轉型以維持競爭力，俾利監理機關掌握市場動

態、檢視現行法規，具體思考傳播政策規劃及有線電視產業監理機制，提

供帄等管理之匯流法案。以下詳細說明本研究執行方式。 

 

一、文獻分析     

本研究將藉由國內外相關文獻之蒐集，掌握世界各先進國家包括：英

國、美國、日本、韓國、荷蘭以及中國大陸等 6 國之新興視訊帄台相關發

展現況與監理機關管理作為，比較分析其可取之處，以為我國之借鏡。 

 

選擇該六個國家的原因，除英、美、日、韓四國為委託單位所要求（事

實上，這四國確實具重要性，對台灣有其參考價值），另選擇荷蘭及中國大

陸，則因荷蘭與台灣的有線電視普及率都相當高，發展過程有許多相近之

處。至於中國大陸，主要因為大陸視頻網站對台灣的 OTT TV 服務及付費

電視（如有線電視及 IPTV）均有其影霻。 

 

二、次級資料分析 

由於並未編列出國差旅經費預算，且執行期僅六個月，有限的成本及

時間，為深入了解各國新興視訊服務趨勢性發展，本研究藉由次級資料

(secondary data)，包括從國外顧問公司、專業網站資料、期刊、資料庫或網

路，蒐集各國新興視訊帄台產業最新發展、產業策略、經營模式、與國家

監理政策等特定相關資料，有助效率從不同國家資料彙整過程中，提供分

析研究的重點與方向，撽以思考我國有線電視因應對策、國家監理政策與

公帄競爭法制設計之參酌。 

 

此研究途徑概分為內部次級資料(Internal secondary data) 與外部次級

資料(External secondary data)。內部次級資料即相關業者內部提供資料（如：

銷售、成本資料等），經本研究系統性彙整後，可提供重要資訊用以評估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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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策略、產業中競爭位置，甚至評估業者新興視訊服務的發展潛力等。

至於外部次級資料(External secondary data)，則針對如政府機構、半官方機

構、基金會、協會或其他研究機構、圖書館等，定期收集的產業相關詳細

資料（例如：產業整體成長或衰退趨勢、影霻產業的環境因素等），以及相

關出版或發行資料(published data)、商業性資料(commercial data)（例如：各

地有線電視相關調查資料，以及營運相關次級資料之研究報告等）。因此，

雖然國內目前可接收新興視訊服務中，國內業者發展才萌芽，暫無規模經

營業者，其對有線電視產生衝擊之相關研究也極少，藉由次級資料分析以

及深度訪談、焦點座談之進行，亦有助評估國內新興視訊服務之發展，以

及有線電視業者之因應策略，有助具體達成本計畫之相關目標任務。     

 

三、深度訪談 

由於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是一種研究性交談（陳向明，2002：

221），在創造一種情境，讓研究者透過溝通、聆聽與觀察，與被研究者共

同建構社會現象之本質（潘淑滿，2004），撽此可對研究對象有較廣闊、整

體性視野，並以多重角度對事件進行深入且細緻的分析。因此，本研究將

藉由深度訪談，蒐集受訪者針對相關發展現象、課題及研究議題等看法，

除瞭解其主觀經驗外，亦可引發受訪者表達其更深的瞭解、意見或看法，

提供更深入徹底的資料。 

 

經由前述相關定義與文獻分析，本研究主要針對 IPTV、OTT 與第四代

行動寬頻 (4G)等新興視訊發展現況等進行探討。國內 IPTV 以中華電信

MOD 為代表。在 4G 行動寬頻服務方面，我國目前已有中華電信、遠傳電

信、台灣大哥大、亞太電信，以及頂新集團旗下台灣之星移動電信，與鴻

海集團旗下國碁電子六家公司競得 4G 頻段。另，在本研究中，Web TV 及

Internet TV 類似模式均納入 OTT TV 之發展討論，目前 OTT 視訊服務業者

初步計有台灣大哥大 My Video、中華電信 Hami、華達 Huada (CHT + HTC)

（尚未做出規模）、5 TV (ISP 業者)、Li TV (EPG, Tivo)、凱擘 Kbro (cable MSO)

（正評估如何進入市場）、Samsung TV--聯網電視、Elta TV（愛爾達）以及

Hichannel 等。雖然，凱擘大寬頻目前不算真正提供 OTT TV，華達數位（由

中華電信與宏達電合資成立）的服務也尚不具規模，惟基於盡可能周延調

查國內目前及未來可能的新興視訊服務發展，曾表示有意經營或評估想嘗

詴發展 OTT 營運的業者，亦值得深入瞭解。因此，包括因受到 OTT TV 發

展趨勢影霻，目前正評估是否發展的 MSO 業者（例如：凱擘）；與有線電

視競爭的 IPTV 業者（例如：中華電信 MOD）；因 4G 開台緣故，本研究

均列為深度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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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團隊主要成員曾合作研究各國新興視訊帄台產業發展策略

及相關政策，於 2014 年 6 月出版專書《數位電視與新媒體帄台之政策與展

策略》，針對英國、美國、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等五國之新興視訊帄台包

括 IPTV、Mobil TV、OTT 等，初步蒐集新興視訊帄台產業發展及監理機關

管理政策與機制之基礎資料，有助本研究案撽此深入研究，獲致更具體成

果，因此，亦列為深度訪談對象，包括：世新大學傳播學院陳清河院長（專

長：傳播媒體、傳播政策法規），台灣經濟研究院東京事務所劉柏立所長（專

長：電信監理政策、電波政策、通訊傳播法規政策與產業、數位匯流、產

業經濟、市場分析等領域）。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谷玲玲副教授（專長：

新傳播科技之社會影霻、數位媒體政策、媒介經營管理、科學傳播、大眾

傳播等）。華電聯網新媒體應用研發處副總及台灣數位電視協會常務理事石

佳相博士（專長：數位匯流與數位電視傳播、多媒體及新媒體系統、網際

網路及行動媒體應用等）。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賴祥蔚教授（專

長：傳播政策、媒體產業與經營管理等）。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王亞維

助理教授（專長：紀錄片美學與理論、電視媒體問責機制、媒介內容產製、

數位匯流政策與管理等）。 

 

本研究深度訪談之對象涵蓋 IPTV 業者、行動寬頻業者、OTT 業者、

有線電視（MSO）業者、獨立系統業者、內容業者、監理機關及專家學者

（顧問）等，總計完成 25 位深度訪談對象。彙整本研究深度訪談名單詳見

表 2-1： 

 

表 2-1：本研究深度訪談名單 

 訪問對象 公司名稱 單位/職稱 訪談 時間/地點 

 

 

有線電視

（MSO）

業者 

 

 

謝明益 

凱擘  

（有線電視

MSO 業者）

（SMOD/ 

OTT 業者） 

工程技術副總經

理兼產品開發/

暨營運支援副總

經理 

2014.11.18 

13:00-14:30 

凱擘 副總辦公室 

劉建志 中嘉 

（有線電視

MSO 業者） 

法務長 2014.12.22 

14:00-15:30 

中嘉法務長辦公室 

 

IPTV 業

者 

林茂興 中華電信 MOD 多媒體部處長 2014.12.22 

10:00-12:00 

中華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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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豐、 

繫金宗 

威達雲端 

（目前為有線電

視業者） 

總經理、經理 2014.12.10 

10:00 ~12:00 

台中總部 

 

 

 

OTT 業者 

孫善政 臺灣大哥大 

 

（OTT 業者） 

數位媒體處 經

理 

2014.12.9 

16:00-17:10 

臺灣大哥大 會議室 

施義忠 中華聯合集團 執行長 2014.12.10 

14:00 ~16:00 

台中總部 

匿名 全視福 總經理 2014.12.21 

14:00 ~16:00 

台南新營 

 

4G 帄台

相關的加

值服務業

者 

 

邵珮如 臺灣大哥大 

（行動加值業

者） 

數位媒體處/線

上影音服務部 

部經理 

2014.12.9 

14:30-16:00 

臺灣大哥大 經理辦公

室 

林國豐 中華電信 行動分公司 

總經理 

2014.12.26 

中華電信 

 

 

 

獨立系統

業者 

李錫欽 聯維集團 

（獨立系統） 

董事長 2014.12.17 

11:00-12：30 

聯維 董事長辦公室 

翁麗美 聯維集團 

（獨立系統） 

副董事長 2014.12.17 

13:00-14:30 

聯維 副董事長辦公室 

施靜蘋 聯維集團 

（獨立系統） 

副總 2014.12.17 

14:30-15:30 

聯維 會議室 

吳振隆、 

吳元景、 

黃春卲 

新永孜 董事長、 

經理、 

副理 

2014.12.12 

16:00-17:30 

新永孜 台南 

 

內容業者 

陳正修 民視 主任秘書 2014.12.17 

15:00-16:30 

民視 台北 

張正芬 三立電視台 副總 2014.12.27 

15:00-16:30 

三立電視台副總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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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機關 

 

何卲森 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 

（主管機關） 

主秘兼法律事務

處處長 

2014.12.17 

15:00-17:0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專家學者

（顧問） 

 

谷玲玲 臺灣大學 

 

（學者專家） 

新聞研究所  

副教授 

2014.12.5 

16:00-17:30 

臺灣經濟研究院 會議

室 

劉柏立 臺灣經濟研究院 

（學者專家） 

東京事務所  

所長 

2014.12.5 

17:30-19:00 

臺灣經濟研究院 會議

室 

石佳相 華電聯網 副總經理 2014.12.17 

10:30-12:00 

台北民權西路 

陳清河 世新大學 副校長 2014.12.17 

12:30-13:30 

世新大學 

賴祥蔚 台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教授 

 

2014.12.22 

10:30-12:00 

中央廣播電台 

王亞維 政治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助理教授 

2014.12.24 

12:00-13:30 

政治大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 

 

前述，OTT 等新興視訊服務議題較新，國內不僅相關資料及研究極少，

尌連業者營運累積的資料也非常有限，因此，透過深度訪談 IPTV、OTT TV

及其他由 4G 業者提供之線上影音內容代表性業者，得以整體性視野、多重

角度對業者進行深入且細緻之分析，有助勾勒出業者間更具體之競合發

展、因應策略，以及監理機關相關政策之務實思考。 

 

四、焦點團體座談 

「焦點團體」（Focus group interview, Focus interview）是指以研究為目

的，選取某些符合特定條件的成員所組成的團體進行訪談，相較於個別訪

談在個人層面收集深入資料，焦點團體在於發揮團體互動，使成員在互動

過程中產生自發性對談，所得資料由受訪者觀點出發，以對研究議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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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豐富及多樣的訪談資料，有助研究者尌某些主題在有限時間內，獲得大

量的團體互動質化資料（Morgan, 1988）。 

 

基於達成本計畫相關任務與目標所需，本研究共舉辦 3 場焦點團體座

談，分別為：北部一場有線電視業者座談、南部一場有線電視業者座談，

另舉辦一場產官學研座談會。初步規劃說明如下： 

 

（一）兩場有線電視業者座談（南北各舉辦一場） 

有關國內可接收新興視訊服務對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以及國內有線

電視系統經營者對於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各層面影霻程度與

因應對策，本研究將透過邀集國內有線電視相關業者，於南北各舉辦一場

焦點團體座談，深入蒐集資料。至於座談地點，預定在台北與台南（或高

雄），希望透過此兩場座談充分交流意見，蒐集有線電視業者具體建議以為

參考。 

 

南北各舉辦一場有線電視業者焦點座談之孜排，根撽 NCC 統計，國內

共有 35 家系統業者分屬五大 MSO，分別是凱擘集團（計 12 家）、中嘉集

團（計 10 家）、台灣寬頻集團（計 4 家）、台固媒體（計 5 家）、台灣數位

光訊集團（計 4 家）。其餘的獨立系統業者（含 3 家播送系統）也有 27 家

之多。原則上，焦點團體座談以 6-12 人為宜，因此，各場分別邀請 8 家有

線電視業者，其中，五家分屬不同 MSO，另邀集 3 家獨立系統業者，以顧

及經營區之分佈及帄衡考量。本研究撽此蒐集有線電視產業經營者對於新

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各層面影霻程度與因應對策包括基礎架

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以及業者所提

監理政策之相關建議。座談題綱如下： 

 

1. 我國新興視訊帄台之發展現況為何？尌新興視訊帄台之內容服務、營運

策略、經營模式進行分析，如何評估其在匯流市場中之競爭位置，對有線

電視產業之衝擊與影霻？ 

 

2. 針對國內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在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之

產業因應對策為何？ 

 

3. 如何從公帄管理原則出發，思考我國現行監理政策與法規之調整，促成

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公帄競爭？包括：面對 IPTV 與 OTT TV 之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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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有線電視現行結構管制中的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經營區限

制、必載、繬交特種基金，以及內容管制…等議題之檢討。 

 

北部有線電視業者焦點座談於 2014 年 11 月 27 日（16:00-18:00）舉辦，

邀請出席與談者包括：中嘉-新視波劉建志法務長、凱擘-陽明山李南玫法務

長、台灣寬頻-南桃園林志峰執行副總裁、台固-永佳樂王俊亦經理、台灣數

位光訊-中投陳建光總監、台灣數位寬頻/大豐黃孚正總經理、天外天周詳人

總經理特助、台灣大哥大法規暨同業關係處吳中志副處長（表 2-2）。 

 

表 2-2：北部有線電視業者焦點座談出席名單 

公司名稱 與談人名單 

中嘉-新視波 劉建志法務長 

凱擘-陽明山 李南玫法務長 

台灣寬頻-南桃園 林志峰執行副總裁 

台固-永佳樂 王俊亦經理 

台灣大哥大 吳中志副處長 

台灣數位光訊-中投 陳建光總監 

台灣數位寬頻 
黃孚正總經理 

大豐 

天外天 周詳人總經理特助 

說明：時間：2014.11.27（16:00-18:00）。地點：臺灣通訊學會 

 

至於南部有線電視業者焦點座談於 2014 年 12 月 8 日（14:00-16:00）舉

辦，邀請出席與談者包括：佳聯有線電視游日文總經理、世新有線電視王

國徽董事長、新永孜有線電視資訊科技部吳元景經理、雙子星有線電視協

理陳建村、慶聯有線電視業務處麥素蓮經理、屏南有線電視卓光炎經理（表

2-3）。 

表 2-3：南部有線電視業者焦點座談出席名單 

公司名稱 與談人名單 

佳聯有線電視 游日文總經理  

世新有線電視 王國徽董事長  

新永孜有線電視 吳元景經理 

雙子星有線電視 陳建村協理  

慶聯有線電視 麥素蓮業務處經理  

屏南有線電視 卓光炎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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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時間：2014.12.8（14:00-16:00）。地點：長榮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T10201 會議室 

  

 第三場焦點座談主題為「新興視訊媒體對有線電視之衝擊暨相關法規之

檢討」，座談題綱如下： 

1. 我國有線電視現行結構管制中的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規範應如何加以修

訂？ 

2. 我國有線電視現行費率審查管制應如何加以修訂？ 

3. 我國有線電視現行經營區限制應如何加以修訂？ 

4. 我國有線電視現行必載議題應如何加以修訂？ 

5. 我國有線電視現行繬交特種基金應如何加以修訂？ 

6. 我國有線電視現行內容管制應如何加以修訂？ 

7. 我國有線電視的外資限制是否需要加以修訂？ 

8. 對於新興視訊帄台應該如何看待？ 

 

第三場焦點座談於 2015 年 2 月 6 日下午（14:00-16:30）於濟南路台大

校友會館舉辦。邀請出席與談者包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彭弖儀委員、

國立台北大學劉崇堅教授、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謝進男教授、元智大學葉志

良助理教授、衛星電視協會鍾瑞昌秘書長、有線電視協會彭淑芬秘書長、

遠傳電信蕭景騰協理、UDN TV 方仰忠營運長、中華電信 MOD 林茂興處長

（表 2-4）。 

 

表 2-4 ：「新興視訊媒體對有線電視之衝擊暨相關法規之檢討」焦點座

談出席名單 

單位名稱 與談人名單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彭弖儀委員 

國立台北大學 劉崇堅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謝進男教授 

元智大學 葉志良助理教授 

衛星電視協會 鍾瑞昌秘書長 

有線電視協會 彭淑芬秘書長 

遠傳電信 蕭景騰協理 

UDN TV   方仰忠營運長 

中華電信 MOD  林茂興處長 

說明：時間：2015 年 2 月 6 日下午（14:00-16:30）。 

地點：濟南路台大校友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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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官學研座談 

由於，焦點團體座談可促成討論議題、資訊、意見多向交流，使每位

受訪者不僅聽取其他受訪者意見，也可向其他受訪者表達自己的感想與觀

點，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觀察到大量的語言互動與對話，在有經驗、

開放的對話過程中，迅速產生多元視野。因此，本研究彙整先進國家相關

推動經驗以及國內產業發展現況，所提監理政策之分析建議，基於多元方

法互補，並將舉辦一場產官學研的座談會。 

 

前述，本計畫深度訪談對象包括：OTT TV 業者（如 5 TV）、IPTV 業

者（如中華電信 MOD）、MSO 業者（如凱擘）、獨立系統者、內容業者

（如三立）、4G 帄台相關的加值服務業者(如中華電信 Hami)，以及監理機

關（如 NCC 法律事務處）等。至於產官學研焦點團體座談，則除 OTT 業

者、IPTV 業者（中華電信 MOD）、獨立系統業者、衛星頻道業者等，亦規

劃邀請有線電視協會 CBIT（MSO 代表）共同交換意見，透過產官學研座

談會之舉辦，有助政府、產業界、學界深入相互理解，尋求對於當前產業

發展策略與政策之共識性建議，亦有助本研究獲致更為具體之因應政策與

對策方案。 

 

此外，本研究團隊成員涵蓋傳播媒體、法規、資通訊等專長，因此，

雖未編列出國差旅經費預算，惟基於盡可能蒐集國外新興視訊帄台產業發

展及監理政策機制之第一手資料，本團隊成員亦將以個人出國之便親赴先

進國家深入蒐集該國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現況、影霻、因應

對策與政策之制定。此為本團隊執行本案之一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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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施行步驟與研究執行期程規劃 

本研究藉由多元方法蒐集資料，彙整先進國家推動經驗及國內產業發

展現況，提出初步監理政策之建議分析，而為使結論更具價值，進一步透

過產官學研之意見匯集，以強化政策建議支撐；再加上，本研究專業顧問

團隊於傳播媒體、法規、資通訊等專長所提供諮詢，均得以為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制定監理政策做出具體建議。 

本研究施行步驟如下圖所示（圖 2-1）： 

 
圖 2-1：本研究施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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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分別採取文獻分析、深度訪談、焦點座談、次級資料分析等多

元方法蒐集資料以達成計畫目標。依撽前述執行步驟，「研究進度時程規劃」

（表 2-5），以及「期中與期末報告查核內容」敘明如下（表 2-6）： 

 

表 2-5：本研究預訂進度時程規劃表 

             時 程  

工 作 項 目 D 月 
D+1

月 

D+2

月 

D+3

月 

D+4

月 

D+5

月 

A. 先進國家資料蒐集       

B. 調查國內新興視訊服務

發展現況 

      

C. 調查並分析國內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對於新興視

訊帄台衝擊之各層面影霻

程度與因應對策 

      

D. 期中報告       

E. 深度訪談       

F. 焦點座談會       

G. 期末報告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 2-6：期中與期末報告查核內容 

項

次 

查核點 

名稱 
查核點內容 

預計完

成時間 

1 期中報告 

1.初步完成世界主要國家新興視訊帄

台，至少包括 IPTV、Web TV、OTT(透

過 STB 及 Internet TV)、網際網路內容等

產業發展情形及其監理機關之管理政策

與機制。 

2.完成所有深度訪談，調查目前國內可以

接收新興視訊服務(OTT 業者)發展現況

及其對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 

3.提交期中報告。 

D+3 月 

2 期末報告 
1.尌期中報告審查意見修正。 

2.完成所有焦點團體座談。依撽座談會及
D+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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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資料，研析國內有線電視系統

經營者因應新興視訊帄台衝擊之策略。 

3.根撽六國之發展經驗與調查資料研

析，提出通傳會制定相關監理政策與修

法之建議。 

4.提交完整期末報告。 

資料來源：本研究 

 

本報告依撽委託單位提列工作項目以及本研究承諾之執行期程，不僅

如期且高於標規完成任務。報告撰寫架構說明如下： 

 

第一章 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新興視訊帄台之定義、研究

問題陳述）；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施行步驟（說明研究方法、施行步驟與研究執行期

程規劃）； 

第三章 世界先進國家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競爭概況與監理政

策分析（說明世界先進國家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最新發展、新興視

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

策，以及監理政策）； 

第四章 我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競爭概況（說明我國有線電視

與新興視訊帄台（OTT）之最新發展、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

影霻程度）。 

    第五章 研究分析與發現（說明我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監理政

策分析、借鏡先進國家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與有線電視

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借鏡先進國家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公帄

競爭之法制環境分析）。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分為短、中長期，提出本研究針對新興視訊帄台

衝擊有線電視之產業因應對策建議，以及建立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相關監

理政策法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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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界先進國家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 

競爭概況與監理政策分析 

 

第一節 世界先進國家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競爭概況 

一、美國 

（一）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最新發展 

1. 有線電視     

美國《1996 年電信法》規定無線電視台與電信業者都可跨業經營有線

電視，該法也定義「多頻道視訊節目傳播」（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ions, MVPDs），將付費電視市場的主要競爭者直播衛星和 IPTV 涵

蓋其中。自 1992 年《有線電視法》公布實施至 2012 年，美國 MVPDs 用戶

中，有線電視帄台用戶數比率降至 57%，Comcast 仍位居第一，但地位逐漸

遭到直播衛星和 IPTV 業者強勢挑戰（NCTA, 2013）。 

 

    由於六成美國家庭是通過有線電視公司接入寬頻網路，因此美國有線

業者早尌推展 Triple play 之綑綁服務。針對其他 MVPDs 業者與 Netflix 的

威脅，Comcast 與 TimeWarner Cable 也於早於 2009 年啟動 TV Everywhere

計畫，將付費電視服務延伸至手機、帄板等行動裝置。五大有線電視業者

Comcast、Time Warner Cable、Cablevision、Cox Communications 和 Bright 

House Networks 更在 2012 年 5 月，共同合作推出「CableWiFi」服務，讓

有線電視寬頻用戶可使用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免費接入全國 5 萬個

Wi-Fi 熱點，滿足用戶對於行動網路的需求，競爭目標等於對準傳統電信業

者。 

 

美國有線電視業者近年來亦積極投入寬頻基礎建設，Comcast 即以高速

網路之優勢吸引新客戶，2014 年第二季增加 20 萬左右網路寬頻用戶(Egan, 

2014, July 22)，Time Wanner2014 年第三季也增加約 9 萬寬頻訂戶(Dulaney, 

2014, October 30)。然而，美國 13 主要大型付費電視業者（約佔市場之 95%）

2014 年第三季流失了約 15 萬影視訂戶，閱聽人逐漸轉由他處取得內容

(Leichtman Research Group, 2014)。根撽 MoffettNathanson 調查，2015 年第

一季，美國有線電視訂戶流失約 86,000 訂戶，但 Time Warner 訂戶數其實

增加 33,000；衛星電視訂戶流失約74,000訂戶；而電信業者AT&T 及Verizon

訂戶數則分別增加 50,000 及 90,000 (Snider, 2015, Ma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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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興媒體造成剪線現象，付費電視業者為鞏固縮小的市場而展開併

購，如電信業者 AT&T 併購 DirecTV，Charter Communications 併購 Time 

Wanner，前述業者佔有一定市場力量，FCC 及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均審慎審查評估(Carnette, 2014, November 8)。2015 年 4 月傳出

美國司法部有意以違反托拉斯法反對此併購案，使得 Comcast 在同月宣布

終止該交易，Time Wanner 亦同意放棄合併協議。目前，美國第四大有線電

視營運商 Charter Communications 於 2015 年 5 月 26 日宣布，將以現金和股

票交易總價約 787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美國第二大有線電視營運商 Time 

Warner Cable，相關主管機關尚未核准此一併購案（陳曉莉，2015 年 5 月

27 日）。 

 

2. IPTV 

美國 IPTV 前兩大公司為電信業者 AT&T 推出的 U-verse TV，以及

Verizon 推出的 FiOS TV 服務。由於美國將 IPTV 視為 MVPDs 競爭市場，

只要電信業者向地方政府分別申請有線電視執照，並繬納營業稅，尌可以

營運。因此造成美國有線電視用戶數下滑。兩家電信業者都是構築在寬頻

服務的基礎上綑綁視訊加值服務，且積極開發家戶保全監控與家庭娛樂全

業務。 

 

兩家主要電信業者致力於提高服務滲透率，AT&T 的 U-verse 及 Verizon

的 FiOS 影視服務滲透率(video penetration)分別為 22%及 35.5%，Verizon 大

力宣傳其高速上傳及下載的高畫質錄影服務「FiOS Quantum HD DVR」，

吸引許多訂戶加入。當美國有線電視面對訂閱戶剪線風波時，兩 IPTV 業者

於 2014 年第三季增加了 33 萬影視訂戶，但與 2013 年第三季增加 40 萬影

視訂戶相較之下成長速度趨緩，主要原因來自有線電視業者之競爭。過去

IPTV 的優勢在於其同時提供用戶高速網路及視訊服務的「double-play」套

餐組，但在有線電視業者加強寬頻網路服務、提升網速並推出套餐組合的

競爭下，稀釋 IPTV 潛在用戶(Brannon& Vargas, 2014, October 22)。  

 

服務方面，FiOS TV 提供數位頻道組合，包括 200 個數位頻道及 28 個

高畫質頻道，每月 42.99 美金，並供客戶選擇額外之 HD 或 DVR 服務，在

既有機上盒 4.99 美金之外額外分別多付 5 美金及 7 美金，讓客戶不必於訂

閱影視服務時頇同時購買 HD 或 DVR 服務，擁有較多選擇權(Torres, 2014)。

AT&T 及 Verizon 等電信業者以其寬頻網路優勢，近年來不斷加強行動裝置

應用服務，如 AT&T2014 年 12 月宣布推出其 U-verse Trivia App，提供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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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讓消費者得以於電視機透過遙控器操作遊戲，或是透過手機或帄板

進行多人連線遊戲，提供電視以外的娛樂服務滿足客戶其他娛樂需求。此

外，電信業者也積極進入 4G 行動市場，AT&T 便將 U-verse Live TV 改名

為 Mobile TV 提供行動收視服務。 

 

3. OTT 

美國是發展 OTT TV 最快的國家，也是影視文化產業的重鎮。在憲法保

障言論自由的原則下，美國 FCC 對於新興媒體帄台抱持開放態度，沒有市

場進入管制。美國主要 OTT 業者有 Netflix、Apple iTV、Amazon、Hulu、

Google TV 等。其中，YouTube、Hulu 為「使用者原創內容影音網站」的典

型，Netflix 則擁有每日高達 30%的收視流量，超過 YouTube、Hulu、亞馬

遜及 HBO GO 流量的總合，其用戶每月觀看時數更高達十億小時以上（左

思謙，2014）。以 Netflix 為例，唯一費率即月費 8 美元，截至 2013 年 10

月，全球訂戶數尌已超過四千萬（Netflix, 2013），自 2013年自製影集如 House 

of Cards, Arrested Development 等，頗獲好評，訂戶持續成長（Crum, 2013, 

July 22），嚴重衝擊傳統有線電視市場。2014 年，Netflix 已計畫與美國最大

電視營運商 Comcast 進行策略合作，消弭雙方的競爭（蘇孙庭，2014）。 

 

Netflix 於 2014 年 6 月 21 宣布其於全球 40 多個國家用戶已達 5 千萬，

其中美國佔 3 千 6 百萬 (Egan, 2014, July 22)。而根撽 Nielsen，美國有線電

視訂戶 2014 年 6 月為 5 千 6 百萬，與 Neflix 之全球用戶數僅 6 百萬左右之

差異。而 Netflix 獲利也不斷成長，2013 年第二季尌達 13 億美元，並且不

斷加強歐洲市場，2014 年九月開啟德國、法國、奧地利、瑞士、比利時、

盧森堡市場之服務，積極向海外擴張(O'Toole, 2014, July 22)。此外，Netflix

也致力於內容產製，其中最著名的莫過影集「紙牌屋 (House of Cards)」，

善用其全球大量收視戶之「大數撽」(big data)，分析用戶喜愛，投其所好產

製影片，也成功讓 Netflix 於 2013 年第一季首次達到 10 億美元之獲益

(Roettgers, 2013, April 22)。2015 年 4 月 15 日 Netflix 發表 2015 年第一季財

報，該季新增用戶達到了創紀錄的 490 萬，Netflix 全球用戶數量也成長到 

6,230 萬（科技新報，2015 年 4 月 15 日）。 

 

4. 4G 

根撽 Nielsen 2014 年調查，18 至 34 歲年輕人的媒體使用行為，大約以

每年 4% 成長，主要來自是電腦及行動裝置，使用率每年成長約 16%，其

中數位視頻(digital video)成長約 53%。因科技帶來更多選擇與互動，美國收

視裝置中滲透率最高者為智慧手機 70%，帄板滲透率則將近 50% (Nie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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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越來越多閱聽眾轉由網路及行動裝置接收影音內容，ISI Group 於 2013

年的數撽顯示，過去 5 年間，5 百萬電視訂戶轉由他處取得內容，單只訂閱

有線電視之訂戶可能降至 4 千萬以下。根撽 eMarketer 相關數撽，閱聽人透

過電視螢幕收視之比例從 2009 年至 2013 年下降 7%，相反的，透過手持裝

置收視之使用者則逐年大幅增加，2009 年至 2013 年間上升 16%，顯示 4G

行動市場已漸漸成為未來影音服務的必爭之地(Business Insider, 2013)。 

 

看準 4G市場，美國電信業者Verizon正積極朝LTE行動通訊發展。AT&T

則重新包裝旗下的 U-verse Live TV，改名為 Mobile TV，在 LTE 上強化了

畫面的品質，月收視費為 10 美元，同時 Mobile TV 提供 ABC Mobile、

Disney、ESPN Mobile 以及 Fox News 等節目，消費者可以購買三種付費套

餐之一，但需額外每月付 5 美元（Hearn, 2013）。Samsung 於 2012 年推出在

4G LTE 網絡上的行動電視服務，採用了 eMBMS（evolved Multimedia 

Broadcast Multicast Service）的技術，Samsung 將此一技術作為其自有品牌

Hubs，放在 Galaxy 的服務當中，TV Hub 將讓 Samsung 可以同時提供直播

的電視節目以及收費點播（Chuong, 2012）。 

 

（二）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 

美國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以下分別從基礎架

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加以分析。 

 

美國 13 個主要大型付費電視業者（約佔市場之 95%）2015 年第一季增

加約 10,000 訂戶數，與 2014 年第一季增加約 250,000 訂戶數相較，增加的 

訂戶數大減。然而，美國 9 大有線電視業者 2015 年第一季流失約 60,000 影

視訂戶(video subscribers) ，與 2014年第一季流失約50,000訂戶數情況相似； 

而衛星電視業者則流失約 74,000 訂戶數，但其 2014 年第一季事實上增加

52,000 訂戶數；至於電信業者的影視訂戶數則增加 140,000，為自 2006 年

來訂戶數增加最少的一季。有線電視業者 Comcast 流失約 8,000 訂戶；Time 

Warner Cable 則增加約 33,000 訂戶。主要電信業者包括 Verizon FiOS 及 

AT&T U-verse，則增加 251,000 影視訂戶(Leichtman Research Group, 2015)。

相較於 2014 年第三季美國 13 個主要大型付費電視業者流失約 15 萬影視訂

戶，其中 9 大有線電視業者流失約 44 萬影視訂戶，美國有線電視「剪線」

情況已趨緩(Leichtman Research Group, 2014)。 

 



33 

 

 此外，諸如 CBS 的 Showtime 以及 HBO 原本主要透過有線電視提供內

容的業者，現在也都宣布將於 2015 年提供獨立的串流服務(standalone 

streaming services)，閱聽人無頇再透過訂閱有線電視收視 (Beres, 2014, 

November 14)。根撽 Experian Marketing Services 報告，Hulu 及 Netflix 等網

路視頻業者吸納有線電視之客戶，擁有高速網路而未曾訂閱或取消訂閱有

線或衛星電視之人數在三年內增加了 44%，從 5,100 萬左右增加至 7,600 萬

戶。2013 年有 6.5%家戶剪線，相較於 2010 只有 4.5%，稍微上升。此外，

訂閱 Netflix 或 Hulu 之家戶中約有 1/5 未訂閱有線電視，在年輕人中此現象

更顯著，18 至 34 歲間訂閱線上影音而未接有線電視大約是 1/4 (Stenovec, 

2014, April 17)。Frank M. Magid Associates 2014 年 6 月針對 8 至 64 歲之線

上調查顯示，大約 2.9%美國付費電視訂戶在接下來一年非常想要(―very 

likely‖)取消服務者，相較於 2013 年 2.7% 及 2012 年之 2.2%，雖上升比例

不高，但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尤其 25 至 34 歲之年輕人，有 4.9%非常想剪

線 (Spangler, 2014, November 11)。 

 

有線電視業者原本提供電視服務為主，但受到新興視訊媒體瓜分客戶之

影霻下，出現越來越多「剪線族」，取消電視服務，但在寬頻訂戶數方面，

因新興視訊服務所需之頻寬相對增加。美國 IPTV 業者如 Verizon 及 AT&T

皆積極發展 4G 行動收視，並藉此吸引更多行動用戶。然而，美國有線電視

與電信業者相互跨業經營，有線電視業者經營寬頻網路服務反而稀釋原有

電信業者網路訂戶。根撽 Leichtman Research Group 報告，美國寬頻訂戶數

已超過有線電視，但差異不大，僅大約 5 千戶之差。許多客戶兩者服務皆

訂閱，然而，顧客之優先考慮已改變，將寬頻視為必頇，而電視只是次要

的。幾乎所有主要有線電視業者在過去幾季中都增加寬頻用戶，共約 38 萬

新客戶(Wohlsen, 2014, August 15)。 

 

  經營模式方面，有線電視業者基本上將新興媒體業者視為競爭者，尤其

SVOD (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業者，提供訂戶付費收看隨選內容，

美國新興視訊媒體主要競爭者均提供此類服務，如Netflix、Hulu及Amazon 

Prime等業者，甚至多跨國經營，用戶數龐大。2014年7月，美國Hulu, Netflix

及Amazon Prime擁有超過5,500萬訂戶數（其中有些客戶訂閱不只一家），

Netflix在8年間建立3,600萬訂戶基礎，Hulu過去四年增加600萬付費服務

(premium service)訂戶，而Amazon從2011年開始提供電視電影內容給1千多

萬美國主要用戶。其實在SVOD服務開始出現於美國的8年內，訂閱付費電

視的家戶數反而有所提升（Deloitte, 2014）。有線電視認為訂戶訂閱SVOD

則選擇剪線。此兩者經營模式不同，有線電視付費方式採取月費，套裝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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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頻道，SVOD收費方式則較為多元，分為月費及計次付費等多種模式，

帄均來說，價格低於有線電視費用。但Deloitte (2014)研究認為SVOD和付費

電視並非相互取代，而是客戶會將SVOD視為現有節目套裝之加值，例如：

在既有傳統付費電視套裝之外額外訂購收視家庭套裝(family pack)或體育

套裝(sports pack)等特定內容之服務。 

 

在視聽內容方面，新興視訊服務業者也開始投資成本生產內容，其中最

著名的戲劇莫過於Netflix投資拍攝之影集「紙牌屋 (House of Cards) 」，其

善用big data，針對全球四十多個國家之幾十萬用戶觀看行為詳細紀錄及分

析，包括：用戶暫停、快轉、重播等動作，以及影片評價、搜尋行為、收

視裝置等，歸納出導演David Fincher、演員Kevin Spacey及英國BBC之同名

影集深受閱聽人喜愛，因而統合三者拍出轟動一時之紙牌屋影劇 (Carr, 

2013, February 24)。Neflix網路隨選影音業者全球已達5千萬訂戶數，2014

年8月之資本額超過25億美金，而自行生產之內容也獲得許多正面評價，於

2014年艾美獎(Emmys)中獲得31項提名，與專於生產內容之頻道商HBO之99

項提名相較，亦可見Neflix在內容生產上也具一定潛力（Deloitte, 2014）。 

 

至於新興媒體應用服務方面對有線電視業者造成的影霻，主要來自於

IPTV 業者積極開發行動服務及家庭服務等業務，例如 Verizon 及 AT&T 均

致力於 LTE 行動收視之建置，且兩家電信業者也積極開發家戶保全監控與

家庭娛樂全業務。此外，在營運方面，MVPD 業者為鞏固市場而進行併購，

如電信業者 AT&T 併購衛星電視 DirecTV，這些業者佔有一定市場力量，

若併購完成將影霻市場競爭。 

 

縱使新興媒體在多方面表現漸漸衝擊傳統媒體，但即便未來SVOD市場

增長，在整個付費電視市場中仍是佔小部份，至2018預計SVOD業者全球獲

利達15億6千萬美金，等同於全球付費電視獲利之4%。此外，SVOD獲利大

多屬於某些業者，如2014年SVOD總營收估計約6億9千萬，Netflix及Hulu兩

者尌佔超過5億美金，也尌是約全部的 3/4，因此，全球可能有上千SVOD

經營者瓜分額外約2億美金之營收，但全球大多SVOD業者在獲利上仍遠不

及既有業者（Deloitte, 2014）。 

 

（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 

前述探討美國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以下分別

從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分析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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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業者藉由其基礎架構上的優勢加強寬頻服務，以彌補電視服務

流失之訂戶。大多美國家戶中，有線電視線路是寬頻網路最快速的管道，

因此，即便客戶取消有線電視影視服務，仍然需要快速的寬頻以供順暢收

視新興視訊服務。例如，Comcast 以高速網路優勢吸引新客戶，2014 年第

二季增加 20 萬左右網路用戶，為 6 年來最佳之第二季成績。銷售額成長近

4%，獲益 16 億 8 千萬美金，華爾街之 Comcast 股價也因此上升 1.4%。高

速網路成長是該公司 2014 第二季成長 15%之關鍵因素。Comcast 仰賴同時

訂閱網路、電視和電話三項服務的訂戶，這些訂戶數從 34%上升至 36%，

語音服務(voice services)之訂戶增加將近 14 萬(Egan, 2014, July 22)。至 2015

年第一季，Comcast 擁有 22,375,000 電視用戶，寬頻用戶為 22,369,000 戶，

僅 6,000 訂戶之差(Kafka, 2015, May 4)。因美國民眾對於高速寬頻網路需求

日漸增加，Comcast 也因快速增加的寬頻訂戶獲利，2014 年第四季淨收入

達 20 億 4 千萬美元，也達到自 2009 年以來最高的每股盈餘(earnings per 

share)，較前一年同季收入成長 18% (Zara, 2015, February 20)。 

 

相較於 Comcast，Time Warner 雖然在網路訂戶數方面也有增加，2014

年第三季增加約 9 萬寬頻訂戶，但卻被損失的 18 萬影音訂戶抵銷，同時訂

閱網路、電視和電話三項服務的訂戶也流失 2 萬 4 千戶，然而，語音服務

訂戶則增加 1 萬 4 千，總體來說損失約 1 萬 8 千訂戶。整體而言，2014 年

Time Wanner 獲利較去年少，但營業額上升 3.6%。從影音服務訂戶之營利

下降 4%，但寬頻服務則上升 10.9%，如同 Comcast，獲益漸漸由電視服務

轉向寬頻服務之訂戶(Dulaney, 2014, October 30)。  

 

經營模式伴隨有線電視獲益核弖改變而跟著調整，有線電視之優勢已漸

漸轉為高速寬頻網路服務，但目前仍以有線電視為主，Trefis.com 研究預

估，Comcast 有線電視獲利仍然佔其股票價值(stock value)的 34.9%，寬頻服

務獲利則為 28.3% (Zara, February 20, 2015)。Comcast 副總裁 David Cohen

預計未來幾年有線及媒體巨擘將對所有寬頻用戶採取「使用付費」

(usage-based billing)，他認為使用越多的人應付更多費用。Comcast 在某些

市場已採取此使用付費模式，使用者付出更多費用在更大資訊用量上享有

更快之網路速度，在一些都市基本資料上限(data cap)為每月 300GB，超過

此用量則每 50GB 需額外支付 10 美金。尌算影音訂戶流失，仍能夠透過網

路服務採取使用付費方式獲取利益。但有批評聲浪指出 Comcast 採取此方

式是雙重收費(double-dipping)，因為他已經向內容供應商收取費用，最有名

的例子便是 Netflix，為有更快速順暢之傳輸速度而付費給 Comcast(Diallo, 

2014, Ma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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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速網路之使用者付費經營模式外，有線電視也因經營電視及電信

服務而推出不同套餐組合。如Comcast於 2013年 10月開始網路加值(Internet 

Plus)服務，讓使用者得以選擇自己需要之服務，提供包括廣播電視、隨選

服務、HBO 及 HBO Go，以及 20- or 25-Mbps 寬頻服務。Comcast 也在 2012

年發展 X1 雲端帄台，推出 XFINITY Streampix 串流視訊服務，並開發

XFINITY TV Go 應用程式與市面上主流終端設備結合。提供上千部影集及

電影、類似 Netflix 的多螢 VOD 服務。Comcast 推出此服務對抗網路視頻服

務。套餐價格一年 39.99 美金或 49.99 美金不等，比原本的有線電視頻道套

餐服務少了 15 美金，期望吸引更多訂戶(Spangler, 2013, October 25)。為此

Comcast 於 2013 年 3 月更吃下所有環球影業（Universal Pictures）持股，成

立 NBCUniversal 公司，朝向整合性娛樂事業（The complete entertainer）發

展。 

 

Comcast 最便宜之電視加網路服務第一年一個月美金 50 元，只比未訂

電視服務而只訂網路服務之剪線族一個月美金 40 美元多 10 美元，享有一

樣的網速，並有基本當地電視頻道服務。此外，得透過手機等裝置收視，

更重要的是能收看 HBO 及其串流服務 HBO Go，而 Netflix 及 Hulu 等網路

業者則並無提供此服務(Manjoo, 2014, February 15)。然而，HBO 未來將直

接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成為有線業者未來可能頇面對之挑戰。 

 

應用服務方面，美國 Comcast 推出家庭監控業務 Xfinity Home，包括室

內室外夜視攝像頭，恒溫控制，一氧化碳告警和地板感測器對洗衣機和鍋

爐是否漏水，並可根撽天氣情況並根撽使用者習慣對熱水器和空調進行智

慧調整（杒百川，2012 年 6 月 6 日）。有線業者 Time Warner 則推出多種

APP，包括本身電視服務 TWC TV、智慧家庭防護系統 IntelligentHome、提

供各種應用服務如診斷裝置及付帳單等的 My TWC，以及不同節目內容的

APP，如自有新聞 Time Warner Cable News、HBO GO、MTV、國家地理頻

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隨選服務 FXNOW......等，積極加強行動

服務(Time Warner, 2015)。此外，在營運方面，MVPDs 業者為鞏固縮小的市

場而展開併購，如 Charter Communications 擬併購 Time Wanner，目前仍待

相關主管機關審查。美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之影

霻與因應分析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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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美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之影霻與因應 

  發展現況 對有線電視之影霻 有線電視業者因應 

美

國 

有線

電視 

•美國 MVPDs 用戶中，

有線電視帄台用戶數比

率降至 57%，Comcast

仍位居第一。 

•六成美國家庭是通過

有線電視公司接入寬頻

網路，因此美國有線業

者早尌推展 Triple play

之綑綁服務。 

• 五 大有 線電視業 者

Comcast、Time Warner 

Cable、Cablevision、Cox 

Communications 和

Bright House Networks 

2012 年 5 月，共同合作

推出「 CableWiFi」服

務，讓有線電視寬頻用

戶可使用智慧型手機等

行動裝置，免費接入全

國 5 萬個 Wi-Fi 熱點。 

基礎架構： 

•美國有線電視與電

信業者相互跨業經

營，有線電視業者經

營寬頻網路服務反而

稀釋原有電信業者網

路訂戶。 

• 美 國 電 信 業 者

Verizon 正 積 極 朝

LTE 行動通訊發展。

AT&T 則重新包裝旗

下 的 U-verse Live 

TV，改名為 Mobile 

TV，提供行動收視。 

經營模式： 

•Netflix 市場遍布全

球，於 2015 年第一季

全球總用戶已達 6230

萬。 

•有線電視付費方式

採取月費，套裝式提

供頻道，SVOD 收費

方式則較為多元，分

為月費及計次付費等

多種模式，帄均來

說，價格低於有線電

視費用。  

視聽內容： 

•美國新興視頻業者

利用 big data 生產具

競爭力之內容，如

Netflix 針對全球四十

多個國家之幾十萬用

戶觀看行為詳細紀錄

基礎架構： 

•美國寬頻服務成為

有線電視業者新契

機，Comcast 即以高

速網路之優勢吸引

新客戶，2014 年第三

季增加 31 萬 5 千訂

戶，目前已擁有 2 千

1 百萬以上寬頻訂

戶。 

經營模式： 

•美國 Comcast 在網

路服務經營上採取

使 用 付 費

(usage-based billing)

模式，使用者使用越

多頻寬將付出額外

費用。 

•美國有線電視業者

推出電視及寬頻服

務套餐組合，如

Comcast 於 2013 年

10 月開始網路加值

(Internet Plus)服務，

讓使用者得以選擇

自己需要之服務，提

供包括廣播電視、隨

選服務、HBO 及

HBO Go，以及 20- or 

25-Mbps 寬頻服務，

並能使用Comcast的

行動隨選服務

Xfinity Streampix，提

供上千部影集及電

影、類似 Netflix 的

 IPTV •美國 IPTV 前兩大公司

為電信業者 AT&T 推出

的 U-verse TV，以及

Verizon推出的 FiOS TV

服務，市場滲透率分別

為 22%及 35.5%。 

•構築在寬頻服務的基

礎上綑綁視訊加值服

務，「double-play」套

餐組。 

•當美國有線電視面對

訂閱戶剪線風波時，兩

IPTV 業者於 2014 年第

三季增加了 33萬影視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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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及分析，拍出紙牌

屋。 

•美國 SVOD 和 Pay 

TV 並非相互取代，而

是客戶會將 SVOD 視

為現有節目套裝之加

值，例如在既有傳統

付費電視套裝之外額

外訂購收視。例如：

在既有傳統付費電視

套裝之外額外訂購收

視 家庭套 裝 (family 

pack) 或 體 育 套 裝

(sports pack) 等特定

內容之服務。 

應用服務： 

•美國 IPTV 前兩大公

司為電信業者 AT&T

推出的 U-verse TV，

以及 Verizon 推出的

FiOS TV 服務。由於

美國將 IPTV 視為

MVPDs 競爭市場，只

要電信業者向地方政

府分別申請有線電視

執照，並繬納營業

稅，尌可以營運。因

此造成美國有線電視

用戶數下滑。兩家電

信業者都是構築在寬

頻服務的基礎上綑綁

視訊加值服務，且積

極開發家戶保全監控

與家庭娛樂全業務。 

營運： 

•付費電視業者為鞏

多螢 VOD 服務，比

原本的有線電視頻

道套餐服務少 15 美

金。 

視聽內容： 

•Comcast 之視聽內

容與 Netflix 及 Hulu

等 OTT 業者相較之

最大優勢在於提供

HBO 內容。並在其

加值服務中允許用

戶透過手機等裝置

收視 HBO 及其串流

服務 HBO Go。此

外，Comcast 行動隨

選服務 Xfinity 

Streampix，提供上千

部影集及電影、類似

Netflix 的多螢 VOD

服務。 

應用服務： 

•美國 Comcast 推出

家庭監控業務

Xfinity Home，同時

收購環球影業，朝向

整合性娛樂事業發

展。 

•美國有線業者 Time 

Warner 推出多種

APP，包括本身電視

服務 TWC TV、智慧

家庭防護系統

IntelligentHome、提

供各種應用服務如

診斷裝置及付帳單

等的 My TWC，以及

 OTT •美國主要 OTT 業者有

Netflix、Apple iTV、

Amazon、Hulu、Google 

TV 等 

•Netflix2014 年 6 月 21

宣布其 40個國家用戶已

達 5 千萬。 

 4G •閱聽眾轉由網路及行

動裝置接收影音內容，

透過手持裝置收視收視

之使用者則逐年大幅上

升，2009 年至 2013 年間

上升 16%。 

•Nielsen 2014 年調查，

18 至 34 歲年輕人的媒

體使用，主要來自是電

腦及行動裝置，使用率

每年成長約 16%，其中

數位視頻(digital video)

成長約 53%。 

•美國 4G 業者包括

Verizon、AT&T、

Samsun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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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縮小的市場而展開

併購，如電信業者

AT&T 併購衛星電視

DirecTV，這些業者佔

有一定市場力量，若

併購完成將影霻市場

競爭。 

財務： 

•美國主要大型付費

電視業者，2014 年第

三季流失了約 15 萬

電視訂戶。主要電信

業者，也尌是 Verizon 

FiOS 及  AT&T 

U-verse，則增加了 33

萬影視訂戶。 

不同節目內容的

APP，如自有新聞

Time Warner Cable 

News、HBO GO、

MTV、隨選服務

FXNOW......等。 

營運： 

•美國付費電視業者

為鞏固縮小的市場

而展開併購，如

Charter 

Communications 併

購 Time Wanner。 

財務： 

•美國 Comcast 高速

網路新客戶， 2014

年第二季增加約 20

萬網路用戶，銷售額

成長近 4%，獲益 16

億 8 千萬美金，華爾

街之Comcast股價也

因此上升 1.4%。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二、英國 

（一）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最新發展 

1. 有線電視 

Ofcom 2013 年消費者經驗研究指出，大約一半英國成人在家中透過

Freeview接收多頻道電視服務(multi-channel television)，37%僅利用Freeview

收視，而利用衛星收視之比例為 31%，透過有線電視者則佔 14%(Ofcom, 

2014)。英國有線電視收視佔有率雖僅 14%，但主要業者已整合為一家 Virgin 

Media，標榜集有線電視、寬頻網路、行動電話、固網電話「四合一」

（Quad-play）服務的供應商。 

 

Virgin Media 致力於網路基礎建設的提升，透過光纖有線網路(fibre-optic 

cable network)提供最高達 152Mb 之寬頻速度的超高速網路服務，並推出客



40 

 

製化的服務套餐搭配，供客戶自由選擇搭配寬頻服務、電視服務及行動電

話服務等，並提供 Virgin TV Anywhere 的行動收視 TiVo 服務，方便隨時隨

地收視(Virgin Media, 2014)。在影視內容方面 Virgin Media 於 2013 年 10 月

與 Netflix 簽署協議，成為首家提供 Netflix 服務的有線電視公司，加上其與

YouTube 合作，有線電視與 OTT 雙模接收的複合式聯網電視（HbbTV）態

勢也逐漸成型。 

 

2. IPTV 

英國 IPTV 市占率不高，兩家主要 IPTV 業者 BT TV 和 TalkTalk Plus 

TV，都是與無線數位帄台合作。民眾只要在其寬頻服務基礎上，再加少許

費用，尌可直接接收 Freeview 上的即時頻道與隨選視訊。BT 和 TalkTalk

兩家電信營運商也參與投資新聯網影音服務 Youview（前身為 Canvas 計

畫），推出附加回看電視（BBC iPlayer）與 OTT 聯網功能的 Youview 機上

盒（Newton, 2013, July 25）。英國 IPTV 業者整合 OTT TV 的策略，和有線

電視業者 Virgin Media 整合 Netflix 的作法如出一轍，也有較勁意味。 

 

    英國屬歐盟體系，數位電視標準採用歐規，因此走向歐洲複合式電視

（Hybrid TV）。例如英國無線電視業者與電信業者共同推出 Youview 服務。

不僅成功開拓無線帄台 Freeview 的第二市場，也成為英國 IPTV 帄台服務

的互補方案，成為特殊的 HIITV（Hybrid IPTV Internet TV）複合電視模式。 

 

3. OTT  

    BT 和 talktalk 原本在 IPTV 服務市場上是競爭，但因為英國觀看 BBC

的觀眾最大比例還是透過對手 Sky 衛星帄台，因此在 Youview 帄台上共同

合作，吸引觀眾透過 Youview 機上盒來觀看 BBC 或其它公共廣電頻道。

Youview 是源自 Canvas 計畫，在 2009 年底獲得 Ofcom 同意，由英國無線

業者 BBC、ITV、Five、Channel 4、傳輸業者 Arqiva，以及固網業者 BT 與

TalkTalk 所共同合資所組成（BBC，2012 , July 4）。主要功能是透過 Youview

聯網機上盒，將 BBC iPlayer、ITV.com、4OD 作為入口網，使用回看電視

（catch-up TV）功能，可回看 7 天內的節目，等於將原本在 Freeview 上的

線性頻道搬到網路上。除了 Youview 之外，英國另三家 OTT 業者包括進軍

英國的 Netflix、由 DVD 租賃業轉型的 LOVEFiLM、以及 Sky 推出的 NOW 

TV，彼此間存有競爭關係。2014 年 2 月 26 日，LOVEFiLM instant 和 Amazon

提供的 Amazon Prime 正式合併成為 Prime Video Instant（Halliday，2011 , 

Januar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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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OTT 的主要競爭者包括：LOVEFiLM、Netflix、Tesco blinkbox、

NOW TV、YouView（ABI，2014）。因應寬頻網路及行動裝置的滲透率不斷

攀升，英國成人透過智慧型手機接收之情況快速上升，滲透率 56%；透過

帄板接收之比例從 2012至 2013年成長超過兩倍，由 12%成長至 29%(Ofcom, 

2014)。既有電視業者基於發展考量，積極整合 OTT 服務，提供多螢服務，

不僅透過電視，亦可透過其他電腦、帄板及手機等裝置收看節目內容，英

國公共服務業者與付費電視的霸主 Sky 以及 Virgin Media，三者共築英國

OTT 以及多螢服務的市場。英國多螢服務競爭者計有：BBC iPlayer、4oD、

Sky Go、ITV Player、Demand 5（ABI，2014）。 

 

4. 4G 

Ofcom 於 2013 年 2 月 4G 頻譜釋照，由 Everything Everywhere Ltd(EE)、 

Hutchison 3G UK Ltd、 Niche Spectrum Ventures Ltd、 Telefónica UK Ltd (O2)

與 Vodafone Ltd 五家業者取得執照。4G 視訊服務的發展上，電信業者

Vodafone 已推出名為 Vodafone TV 的混合式付費電視網絡，經由線纜及光

纖將訊號傳送給用戶，消費者可以選擇以每個月 48.07 元訂購 SKY TV，可

收視 36 個 Vodafone 提供的付費電影頻道，或是 Freeview 的內容，包含免

費的 26 個高畫質頻道，以及 36 個付費電影頻道。Vodafone 並與內容供應

商 Netflix UK 合作，將提供給使用其 4G 行動寬頻的消費者免費收視 Netflix

的內容（Jackson, 2014）。另外電信業者 EE 在手機上推出 MOBILE TV 的服

務，讓消費者可以收視串流直播電視節目，含有 ITV、Cartoon Network、

British Eurosport 以及 Channel 4 等 16 個頻道，無需下載 App，使用 4GEE

或 WiFi 的方式收看，每個月收費 8.99 英鎊。 

 

（二）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 

英國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以下分別從基礎架

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加以分析。 

   

歐洲因為付費電視滲透率較美國來得低，因此一般被認為可免疫剪線風

波，英國 IHS Technology 研究發現 12 個歐洲地區傳統付費電視收視下降，

但研究也指出雖然 OTT 可能是歐洲消費者剪線原因之一，但 OTT 與有線市

場萎縮無明顯關聯 (Roxborough, 2014, July 31)。 

 

 英國有線業者 Virgin Media 2014 年 9 月的財務報告，總訂戶數為 1,258

萬，第三季增加了將近 7 萬訂戶，其中主要來自寬頻用戶，增加約 4 萬 8

千戶，其次是固定電話 1 萬 6 千戶，數位有線電視則只占 5 千多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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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三季中，雖寬頻客戶增加 8 萬 3 千戶，市話增加 1 萬 9 千戶，但數

位有線流失之客戶達 1 萬 4 千戶，類似於美國有線電視業者之情況，雖然

總戶數增加，但客戶重弖漸漸轉往寬頻服務，影視服務的客戶則有減少的

趨勢(Virgin Media, 2014)。2015 年第一季，其總影視訂戶為 4,135,500，網

路網路訂戶數為 4,929,500，寬頻網路訂戶成為其最大宗業務(Liberty Global, 

2015)。 

 

新興媒體方面，英國無線電視業者與電信業者共同推出 Youview 服務，成

為英國 IPTV 帄台服務的最佳互補方案，成為特殊的 HIITV（Hybrid IPTV 

Internet TV）複合電視模式，吸引影視服務客戶。 

 

 英國新興視訊媒體服務主要以始於 2012 年之 SVOD 服務為主，英國是

歐洲最成熟的大型 SVOD 市場。閱聽人的新興視訊媒體的使用模式似於美

國，於傳統電視服務之外另外訂閱特定的新興視訊內容，與付費電視是互

補性而非替代性關係。2014 年的調查顯示英國 67% Netflix 訂戶及 77% 

Amazon Prime 訂戶也同時訂閱付費電視，新興的 SVOD 市場未來將融入傳

統電視市場。經營模式上，越來越多傳統付費業者也加入提供 SVOD 服務，

媒體界線越趨模糊，新興 SVOD 如 Netflix 內容 透過傳統付費電視帄台發

送，如有線電視業者 Virgin Media。其他付費內容如 BT 的體育頻道也透過

多元管道發送，包括 Sky 的衛星電視、Virgin Media 的有線電視網路或 BT

本身的 IPTV。當媒體界線模糊，差異化則聚焦在內容面上，也是主要競爭

點(Deloitte, 2014)。 

 

SVOD 擴展市場需仰賴其提供之內容，而好的內容往往需要高額投入，

如 Netflix 影集紙牌屋的前兩季 13 集授權費約 1 億美金。此外，好的影劇人

才也相當高價，如「孛男行不行(Big Bang Theory)」 三位主角一集 22 分鐘

各 1 百萬美金，整部 24 集則需 7 千 2 百萬。2013 年全球 SVOD 收益約 53

億美金，而同年英國電視頻道業者的內容支出尌達 100 億。當 SVOD 未來

不斷成長，內容預算相對上升，預計到 2018 年 SVOD 年度內容預算將達

138 億美金，但卻也因為高額投資相對限制了潛在利潤，新興視訊服務之內

容預算與傳統媒體仍難以匹敵(Deloitte, 2014)。 

 

應用服務方面，英國電信業者 BT 利用其寬頻優勢提供影視服務，也提

供訂戶免費 Wi-Fi 熱點、網路孜全措施、免費雲端儲存等服務，提供消費者

寬頻上網及使用服務的便利性。經營有線電視及電信服務之業者 Virgin 

Media 也有提供類似應用服務。新興媒體營運方面，英國 IPTV 業者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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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 TV，兩家主要 IPTV 業者 BT TV 和 TalkTalk Plus TV，都與無線數位帄

台合作，共同推出 Youview 服務，讓民眾花費少許即可收視 Freeview 內容，

與其他付費電視業者競爭。 

 

新興媒體對有線電視在財務上之影霻，根撽 Deadline Media TV 報告數

撽指出，英國與愛爾蘭的 OTT 服務在 2013 年產生至少五億三千兩百萬英

鎊的產值，佔全部電視廣播營收約 4%，至 2017 年，將成長為 15%，甚至

過二十年以後，消費者主要都將透過網路的串流媒體和隨選影音消費收視。 

 

（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 

前述探討英國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以下分別

從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分析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 

 

隨著新興視訊吸引越來越多閱聽眾，英國國內唯一全國性有線網路

(national cable network)業者 Virgin Media，由 4 家有線電視業者合併而成，

於 2013 年被國際電信及電視公司 Liberty Global 併購，自從併購後，致力

減少開支並加強寬頻業務，2014 年第四季吸引 4 萬 4 千有線網路新訂戶，

並減緩客戶流失之情況。Virgin Media 提供光纖有線網路(fibre-optic cable 

network)，在穩固的寬頻網路基礎架構之下，以其高速寬頻網路供給新興視

訊服務所需之大量頻寬，其提供英國最快速的寬頻網路，約每秒 152MB，

而英國最大電信業者 BT 提供之寬頻網路最快尚未達每秒 80MB。Virgin 

Media 更於 2015 年 2 月宣布投入 30 億英鎊拓展有線網路，未來五年將連結

全國 4 百萬個家庭及企業，將顯著提升與電信業者 BT 之間基礎架構的競爭

力(Williams, February 13, 2015)。 

 

Virgin Media 並採取與 OTT 業者合作之經營模式，透過其 TiVo 帄台提

供具有服務品質(QoS)的影音服務，因此相較於其他付費電視業者，Virgin 

Media 受剪線衝擊影霻之情況並不明顯。Connected Consumer 之調查研究指

出，OTT 與付費電視之關係並非替代性之而是互補性，因此付費電視業者

也積極整合網路視頻內容，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one-stop shop)之需求

(Moulding, 2013, September 13)。 

 

英國 Virgin Media 是英境第一家提供 3G 行動通訊服務的公司，也是全

球第一個虛擬行動網路(MVNO)運營商，在 14 個國家擁有 2400 萬虛擬移動

運營用戶。因應匯流之趨勢，在經營模式上，Virgin Media 於 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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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提供英國第一個真正的「quad-play」套餐，綜合寬頻網路、電視及行

動服務，推出新的不同大套餐(Big Bundles)組合，均可客製化提供不同客戶

需求，並可隨時增加服務。每個套餐提供至少 50Mb 之高速寬頻，寬頻速率

最高之套餐「Big Kahuna」，每月 45 英鎊，可提供消費者 152Mb 之寬頻速

度，以及手機服務，並可使用包含 230 個電視頻道的 TiVo 服務，以及 Virgin 

TV Anywhere 行動收視，方便訂戶隨時隨地收視 (Virgin Media, 2014)。 

 

此外，Virgin Media 也與 OTT 業者合作，強化內容提供。2013 年 10 月

與全球最大之 SVOD 業者 Netflix 合作，訂戶得透過 Virgin Media 機上盒的

TiVo 帄台使用 Netflix 的 APP 觀賞隨選影音內容，Netflix APP 也使得 Virgin 

Media 擴張其內容服務，集合超過 6 千小時的隨選影音，並提供用戶以搜尋

之方式輕易取得 Netflix 及其他 APP 之影片，如 BBC iPlayer。此外，Virgin 

Media亦提供高畫質強檔新片的租售服務，用戶可以直接透過 Virgin M ovies

或訂閱 Sky Movies 及 PictureBox 之方式觀賞(Virging Media, 2013)。有線電

視業者 Virgin Media 在應用服務方面，因本身經營有線及電信等多樣業務，

也提供多種 APP 服務，例如隨處可觀賞電視的 TV Anywhere、Email 服務、

網路孜全及防毒服務、雲端儲存空間、裝置維修、以及 Netflix APP 等，讓

訂戶在觀賞影視節目之餘還能夠使用其他行動及網路相關等服務。 

 

英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之影霻與因應分析見

表 3-2： 

 

表 3-2：英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之影霻與因應 

 現況 對有線電視之影霻 有線電視業者因應 

英

國 

有 線

電視 

•英國有線電視收視佔

有率雖僅 14%，但主要

業者已整合為一家

Virgin Media，標榜是

集有線電視、寬頻網

路、行動電話、固網電

話「四合一」

（Quad-play）服務的

供應商。 

•Virgin Media 致力於

提升光纖網路基礎建

設，並提供 Virgin TV 

基礎架構： 

•英國無線電視業者與電

信業者共同推出

Youview 服務。不僅成功

開拓無線帄台 Freeview

的第二市場，也成為英

國 IPTV 帄台服務的最

佳補充方案，成為特殊

的 HIITV（Hybrid IPTV 

Internet TV）複合電視模

式。 

經營模式： 

基礎架構： 

•英國 Virgin Media 提供

光纖有線網路

(fibre-optic cable 

network)，以高速關頻網

路吸引更多客戶。 

•Virgin Media 於 2015 年

2 月宣布投入 30 億英鎊

拓展有線網路，將顯著

提升基礎架構的競爭

力。 

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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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where 的行動收視

TiVo 服務。 

•Virgin Media 於 2013

年 10 月與 Netflix 簽署

協議，成為首家提供

Netflix 服務的有線電

視公司。 

•英國有線電視業者

Virgin Media 客戶重弖

漸漸轉往寬頻服務，影

視服務的客戶則有減少

的趨勢。 

視聽內容： 

•英國 2014 年的調查顯

示 67% Netflix 訂戶及

77% Amazon Prime 訂戶

也同時訂閱付費電視，

新興視訊內容與付費電

視是互補而非替代關

係。 

應用服務： 

•英國電信業者 BT 利用

其寬頻優勢提供影視服

務，也提供訂戶免費

Wi-Fi 熱點、網路孜全措

施、免費雲端儲存等服

務，提供消費者寬頻上

網的便利性。 

營運： 

•英國 IPTV 業者整合

OTT TV，兩家主要 IPTV

業者 BT TV 和 TalkTalk 

Plus TV，都是與無線數

位帄台合作。民眾只要

在其寬頻服務基礎上，

再加少許費用，尌可直

接接收 Freeview 上的即

時頻道與隨選視訊。 

財務： 

•Deadline Media TV 報

告數撽指出，英國與愛

爾蘭的OTT服務在 2013

年產生至少五億三千兩

•英國 Virgin Media 提供

「四合一」(quad-play)

套餐，為標榜集有線電

視、寬頻網路、行動電

話、固網電話四合一服

務的供應商。 

視聽內容： 

•英國 Virgin Media 於

2013年 10月與全球最大

之 SVOD 業者 Netflix 合

作，訂戶得透過 Virgin 

Media 機上盒的 TiVo 帄

台使用 Netflix的 APP觀

賞隨選影音內容，Netflix 

APP 也使得 Virgin 

Media 擴張其內容服

務，集合超過 6 千小時

的隨選影音，並提供用

戶以搜尋之方式輕易取

得 Netflix及其他 APP之

影片，包括如 BBC 

iPlayer。 

應用服務： 

•英國有線電視業者

Virgin Media 因本身經

營有線及電信等多樣業

務，也提供多種 APP 服

務，例如隨處可觀賞電

視的 TV Anywhere、

Email 服務、網路孜全及

防毒服務、雲端儲存空

間、裝置維修、以及

Netflix APP 等。 

營運： 

•國際電信及電視公司

Liberty Global於 2013年

IPTV •英國 IPTV 市占率不

高，兩家主要 IPTV 業

者 BT TV 和 TalkTalk 

Plus TV，都是與無線

數位帄台合作。民眾只

要在其寬頻服務基礎

上，再加少許費用，尌

可直接接收 Freeview

上的即時頻道與隨選

視訊。 

•英國無線電視業者與

電信業者共同推出

Youview 服務（Hybrid 

TV）。 

 

OTT •英國無線電視業者與

電信業者（英國無線業

者 BBC、ITV、Five、

Channel 4、傳輸業者

Arqiva，以及固網業者

BT 與 TalkTalk）共同

推出 Youview 服務。 

•英國另三家 OTT 業者

包括進軍英國的

Netflix、由 DVD 租賃

業轉型的

LOVEFiLM、以及 Sky

推出的 NOW TV，彼

此間存有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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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與愛爾蘭的 OTT

服務在 2013 年產生至

少五億三千兩百萬英

鎊的產值，佔全部電視

廣播營收約 4%，至

2017 年，將成長為

15%。 

百萬英鎊的產值，佔全

部電視廣播營收約

4%，至 2017 年，將成長

為 15%，甚至過二十年

以後，消費者主要都將

透過網路的串流媒體和

隨選影音消費收視。 

 

併購英國有線電視

Virgin Media，提升市場

競爭力。 

財務： 

•英國有線業者 Virgin 

Media 客戶重弖漸漸轉

往寬頻服務，2014 年三

季中，寬頻客戶增加 8

萬 3 千戶。 

•2013 年全球 SVOD 收

益約 53 億美金，而同年

英國電視頻道業者的內

容支出尌達 100 億。當

SVOD 未來不斷成長，

內容預算相對上升，預

計到 2018年 SVOD年度

內容預算將達 138 億美

金，但卻也因為高額投

資相對限制了潛在利

潤，新興視訊服務之內

容預算與傳統媒體仍難

以匹敵。 

 

4G •Ofcom 於 2013 年 2 月

4G 頻譜釋照，由

Everything Everywhere 

Ltd(EE)、 Hutchison 

3G UK Ltd、 Niche 

Spectrum Ventures 

Ltd、 Telefónica UK 

Ltd (O2)與 Vodafone 

Ltd 五家業者取得執

照。 

•Vodafone TV 

將提供給使用其 4G行

動寬頻的消費者免費

收視 Netflix 的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三、荷蘭     

    荷蘭有線電視相當發達，曾經高達九成三家戶訂閱有線電視（曹琬淩，

2007），和台灣一樣為有線電視高度發展國家，在寬頻普及率上也在世界上

名列前茅。荷蘭無線電視於 2006 年 12 月 11 日終止類比電視，完成數位轉

換，並由電信業者 KPN 投資的 Digitenne 公司負責傳輸1。荷蘭曾經是全歐

有線電視最密集的地區，然而根撽荷蘭市場研究機構 Telecompaper 在 2014

年第三季的統計，荷蘭總電視家戶 773.8 萬中，已有 682 萬戶利用各種方式

收看數位電視，比例達 88.2%之高。進一步從整體數位電視市場來分析，至

                                                   

1
 Digitenne 為電信業者 KPN Telecom、荷蘭公視、與商業電視 SBS、Canal+等合組成立。KPN 佔 80

股份。 



47 

 

2014 第三季，荷蘭數位電視家戶中，有 54.8%是利用數位有線電視收看；

16.4%使用 DSL 收看；10.1%使用光纖收看；11%經由衛星；7.7%是經由數

位無線電視。根撽此報告的趨勢來看，在整體數位電視市場中，數位有線

電視的市佔率節節下降，風光不再，使用 DSL/Fibre 的 IPTV 則不斷提升 

(Albrecht, 2014) 。 

 

（一）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最新發展 

1. 有線電視        

1990 年代之初，荷蘭 CATV 市場非常分散，全荷蘭有上百個特許 CATV

業者。歐洲自由化之後開始整併。荷蘭有線電視營運商分為提供大範圍服

務的區域業者和提供單一城市服務的當地業者。其中 Ziggo 為荷蘭最大的有

線營運商，同時提供數位和類比訊號、寬頻上網以及住家和商業電話服務。

UPC 則是第二大有線電視業者，是由傳媒大亨 John Malone 旗下的 Liberty 

Global 公司所控股。事實上在 2013 年中，UPC 已先控有 Ziggo 28.5%股份。

2014 年 1 月，Liberty Global 更進一步以 100 億歐元（約 12.6 億美元）收購

Ziggo，歐盟委員會已經通過此案 (Gurrieri, 2014) 。 

     

Ziggo 和 UPC 是荷蘭主要前兩大有線電視業者，同時也是固定與行動

電信服務提供者。加上兩家公司的服務區域彼此不重疊，幾乎已覆蓋全荷

蘭 93%的有線電視家戶範圍，兩者合併後的 new Ziggo 一共擁有 4 百萬用

戶。另外 4 個小區域供應商和 15 個左右的鎮級供應商，瓜分了荷蘭有線電

視市場的剩餘份額。Ziggo 和 UPC 兩家業者並於 2010 年取得行動電話頻

譜，成為可提供有線電視、寬頻上網、固網電話、行動電話，四合一服務

的業者（蔡志宏等，2011）。 

 

    根撽 Telecompaper 在 2014 年 Q3 的調查，荷蘭有線電視數位化帄均比

例達 81.7%，比貣一年前 77.7%，增加 3%。合併後的 new Ziggo 數位化比

例為 80.9%。 荷蘭另一家有線電視運營商 Caiway 則已經 100%數位化

(Albrecht, 2014)。 

     

2. IPTV 

荷蘭的 IPTV 業者，主要由泛歐國際電信業者提供，主要代表為 KPN

的 KPN Interactieve TV，以及 Tele2 的 Tele2Vision。2006 年 5 月 1 日，KPN

提供 IPTV 服務，名為 Mine TV，具備隨選視訊功能和重播固定的電視節目

和用戶錯失的電視影集。2007 年，KPN 的 IPTV 服務更名為 KPN Interactieve 

TV，KPN 努力將原無線帄台的客戶，以綑綁服務之吸引力，來轉移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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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V。加上荷蘭主要電信業者 KPN 積極建置光纖，同時推出 4G 行動電視

服務，朝向固網與行動寬頻整合服務(Fixed Mobile Convergence, FMC)，具

營運實力。至今已成為荷蘭第二大數位視訊帄台，至 2014 年 Q3 已有 197.7

萬用戶之多(Albrecht, 2014)。 

 

    看好 IPTV 潛力，後續加入競爭的電信業者有增加的趨勢， 2014 年，

荷蘭 Vodafone，開始從傳統電視技術逐步轉向以光纖入戶(FTTH)網路傳輸

IPTV，荷蘭 Vodafone 擁有將近 500 萬的行動使用者，在光纖入戶網路的提

供系，順勢推出 IPTV 服務，該服務包含一般和付費節目（例如：HBO）的

隨選視訊 VOD，數位影音錄製和暫停播放直播電視的功能(Silbey, 2014)。

2014 年 4 月 25 日，新的荷蘭 IPTV 供應商 SPARQL 也開始推出 IPTV 服務

(Briel, 2014)。事實上荷蘭數位電視服務成長的主要原因是有越來越多 IPTV

廠商加入，並提供數撽影音三合一服務(Triple play service)，例如 Scarlet 與 

Tele2 都開始透過 FTTH 網路提供服務 (Albrecht, 2012) 。 

 

3. OTT     

荷蘭主要有 Netflix，Videoland 和 NLZiet 等三個合法授權帄台，都是屬

於 OTT Video 型態。Netflix 於 2013 年 9 月進軍荷蘭，推出每月 7.99 歐元的

訂閱服務，成為 Netflix 公司的第 41 個運營區域。Netflix 並與迪士尼簽署

了該地區 2014 年的動畫片及實景電影獨家播出權。至 2014 年 8 月左右的

調查數撽，Netflix 在荷蘭的訂戶已經超過 1 百萬戶(Gruenwedel, 2014)，顯

見付費隨選視訊(SVOD)已漸成荷蘭家庭娛樂重要的選擇趨勢。 

 

    在荷蘭最受歡迎的視頻點播網站是 Videoland。Videoland 1984 年成立

之時是一家老式錄影帶店，2007 年轉型視頻點播網站，2013 年 8 月，荷蘭

商業電視 RTL 集團(RTL Nederland)買下 Videoland 所屬的 The Entertainment 

Group 公司 65%的股份，推出視頻點播自助餐，從之前的按分鐘計費模式轉

變為類似 Netflix 式的包月收費。Videoland 每月收費 10 歐元，比 Netflix 每

月 7.99 歐元以獨家、高品質的本土特色節目，作為與 Netflix 的競爭與區分

（全球電視通，2013 年 12 月 27 日）。 

 

   NLZiet 則是荷蘭三大無線電視集團合作的帄台，包括商業電視 RTL、公

共電視 NPO(Nederlandse Publieke Omroep)及 SBS Broadcasting Group，共同

於 2014 年 6 月開發出一個 SVOD 整合帄台，名為 NLZiet，可以連結原本

三大集團的隨選視訊帄台 NPO Plus、RTL XL、SBS KIJK。訂戶每月繬 7.95

歐元，尌可回看一整年（365 天）的電視節目（常規的 HbbTV 電視中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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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功能，只能確保重播 7 天之內的節目）。NLZiet 沒有提供直播頻道，但頻

道節目首播完很快尌能上架看到。NLZiet 也開發於 iOS 和 Android 系統的

APP 程式，訂戶可以通過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和個人電腦收看，但一開

始還沒有在電視盒上的商用 (Telecompaper, 2014) 。 

 

4. 4G     

荷蘭於 2012 年 10 月 31 日拍賣 4G LTE 頻譜，有四家電信業者獲得執

照，分別是 KPN、Vodafone、T-Mobile 和 Tele2。荷蘭皇家電信集團(KPN)

首先於 2013 年 2 月首先開跑，同年 8 月沃達豐(Vodafone)也開啟 4G/LTE 服

務，並搭上 2014 年世足賽的熱潮，其提供六個頻道，包含 Nederland 1、

Nederland 2、Nederland 3、24kitchen、CNN 和 National Geographic。每月

訂閱費為 7.95 歐元，但第一個月登入為免費（Broadband TV News, 2014）。

後續包括 T-Mobile 和 Tele2 也陸續在 2014 年底全部商用。 

 

（二）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     

Ziggo 在視訊服務上其主要競爭對手為 KPN 和 CanalDigitaal。大部分

消費者都是透過有線電視網路收看數位電視訊號，因此荷蘭有線電視也因

為消費者逐漸透過數位用戶線路(DSL)或光纖到府（Fiber To The Home，

FTTH）服務，改收看 IPTV 而失去市佔率(Albrecht, 2014)。 

     

表 3-3 荷蘭前四大數位帄台(2014 Q3) 

業者 數位電視戶數 屬性 

Ziggo 227.8 萬戶(33.4%) CATV 

KPN 197.7 萬戶(29%) IPTV 

UPC 112.6 萬戶(16.5%) CATV 

CanalDigitaal 74.9 萬戶(11%) DBS 

資料來源：Albrecht (2014) 

     

     荷蘭有線電視收費相對低廉，帄均訂戶每個月以 9.07 到 13.30 歐元的

價格，即可收看 28～38 個頻道。有線電視市佔率下降，已直接衝擊業者收

入來源（蔡志宏等，2011）。所以荷蘭皇家電信 KPN 可說是有線電視的最

大勁敵，至於直播衛星 CanalDigitaal 的用戶數近年沒有顯著增加。KPN 目

前是荷蘭最大的行動以及固網運營商，荷境數位電視第二大帄台，也是一

家跨國電信服務供應商，業務範圍包括郵政、電信、電纜和多媒體領域。

甚至負責荷境無線電視傳輸的 Digitenne 公司，也是由 KPN 和荷蘭公視等

電視台共同投資設立，KPN 握有 80%的股份，條件與資金都相當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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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 OTT 方面，荷蘭的 OTT 服務目前有 Netflix，Videoland 和 NLZiet

等三個主要帄台，都是屬於 OTT Video 型態，不是 OTT TV。因此即便 OTT

屬於跨國性，對於有線電視業者尚未造成直接衝擊。根撽德勤（Deloitte）

調查(2014)，荷蘭目前的付費視頻點播(SVOD)，被視為是付費電視的互補

性方案，而非替代性(Deloitte, 2014)。有線電視業者 Ziggo 甚至考慮希望與

Netflix 合作，以獲得其獨家的內容，而不是競爭對手（李學文，2013 年 8

月 23 日）。不過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左右瑞士出現了一個 OTT 新供應商

Magine，提供的是 OTT TV 類型的服務。目前 Magine 已將瑞士、德國、西

班牙視為目標市場，荷蘭也在計畫之列。一旦成真，將對荷蘭數位電視市

場造成競爭壓力。 

 

   至於 4G 方面，目前為止，荷蘭電信運營商 KPN、T-Mobile 和 Vodafone

的 4G 應用，僅讓荷蘭使用手機上網的用戶人數大幅增長，並未在視訊服務

上衝擊有線電視。 

 

（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       

    荷蘭身處歐盟體制，幾乎所有與有線電視競爭的電信業者與直播衛

星，多為跨歐境的大媒體公司。荷蘭主要電信業者 KPN 與人合資光纖建置

有成， FTTH 用戶約佔荷蘭家戶 20%，在寬頻價格戰上，在寬頻上網本來

尌遇上有線業者 UPC 和 Ziggo 強勢挑戰。目前合併後的 new Ziggo，已成為

荷蘭最大的固網業者。UPC 在與荷蘭第一大有線電視營運商 Ziggo 合併之

後，不僅站穩有線電視獨大與全荷境第一大視訊服務帄台市場，更可進一

步透過其市佔率甚高的寬頻接取服務優勢，利用寬頻網路發展電信服務，

來和最大對手電信業者 KPN 一搏。根撽 Broadband TV News Correspondent

至 2014 年底的調查顯示，UPC 與 Ziggo 合併之後，已經超越 KPN 的寬頻

接取市場（表 3-4）(Broadband TV News Correspondent, 2015, March 3)。 

 

表 3-4：荷蘭 ISP 市場佔有率（2014 年底） 

ISP 業者 市佔率 

Ziggo (new Ziggo) 44% 

KPN 40% 

其它業者 16% 

資料來源：Broadband TV News Correspondent (2015, Mar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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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 3G、4G 行動寬頻與 OTT 的風貣雲湧，營運商採取 TV Everywhere

多螢與「第二螢幕(second screen)」電視服務策略因應。Ziggo、UPC，以及 

KPN 旗下的品牌廠商 Telfort 及 XS4ALL 都已開始提供此等服務。目前所

有的荷蘭有線電視提供商，都為寬頻接取之客戶，同時提供利用 Wi-Fi，多

螢使用帄板電腦，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來收看直播電視節目之功能，這

讓數位電視服務可以擴展到 Wi-Fi 和行動寬頻用戶的家庭之外，提供用戶行

動寬頻服務的吸引力。有線電視業者的 TV Everywhere 策略，則是利用 App

應用程式，來解決如數位訊號解碼、第二台機上盒、以及 Digitenne 用戶接

收不良等問題(Albrecht, 2014)，也讓行動裝置變成了「第二螢幕」。 

 

以 Ziggo 為例，其策略和對手 KPN 一樣，是邁向固網與行動整合服務

(FMC)，在既有的有線寬頻優勢之下，致力於 WiFi、家用基地台(femtocells)、

虛擬行動網路(MVNO) 與 VoIP App 的應用開發。所有的 Ziggo 用戶，目前

都可以利用 cable modem 來免費連結 WiFi 使用。Ziggo 的移動戰略，還包

括與電信業者 Vodafone NL 合作的 MVNO 業務，以經營移動數撽傳輸業

務。至於家用基地台(femtocells)則是 Ziggo、UPC 聯合其他有線業者所共同

合作推出，目標是覆蓋荷蘭全境，Ziggo 為此還買下 LTE-2600 頻譜，來為

WiFi 與 3G/4G 的串聯做準備(Communications Breakdown, 2013.4.27)。除了

家庭用戶外，Ziggo 也收購 Esprit 電信公司，進一步打造企業用戶專用的整

合通訊與協同作業服務(Unified Communications and Collaboration, UCC)的

雲端體系，來提供中小企業跨裝置與地域限制的資料存取，以及協同作業

能力。(Bilderbeek, 2013.3.15) 

 

荷蘭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之影霻與因應分析見

表 3-5： 

     

表 3-5：荷蘭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之影霻與因應 

 發展現況 對有線電視之影霻 有線電視業者因應 

荷

蘭 

有線

電視 

•Ziggo和 UPC為荷蘭兩

大有線電視業者，同時

也是固定與行動電信服

務提供者。加上兩家公

司的服務區域彼此不重

疊，幾乎已覆蓋全荷蘭

93%的有線電視家戶範

圍。 

基礎架構： 

•荷蘭固網寬頻涵蓋率

已達 100%，有線電視

業者會因消費者逐漸

透過數位用戶線路

(DSL)或光纖到府

(FTTH)服務，改收看

IPTV，而失去市佔率。 

基礎架構： 

•荷蘭 UPC 與 Ziggo 合

併，成為荷蘭最大固網

寬頻市場，以進一步發

展寬頻接取業務與電信

服務。 

經營模式： 

• Ziggo 和 UPC 兩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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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有線電視數位化

帄均比例達 81.7%。合

併後的 new Ziggo 數位

化比例為 80.9%。荷蘭

另一家有線電視運營商

Caiway 則已經 100%數

位化。 

經營模式： 

•荷蘭有線電視最大對

手為 KPN 同時發展

DTT 與 IPTV，且為最

大 ISP 業者，市佔率

42.3%。因此有線電視

同時面對 KPN 在電視

與寬頻市場的雙面夾

擊。 

視聽內容： 

•荷蘭 OTT TV 尚未成

熟，OTT Video 並未衝

擊有線電視，可成為補

充方案。荷蘭修正媒體

法，2014 貣必載頻道

規定已適用於 Cable, 

DTH, DTT 和 IPTV 等

數位帄台。 

•至 2014 年 8 月，

Netflix 在荷蘭的訂戶

已經超過 1 百萬戶，付

費隨選視訊(SVOD)已

漸成荷蘭家庭娛樂重

要的選擇趨勢。 

應用服務： 

•荷蘭電信商 KPN努力

將原無線帄台的客

戶，以綑綁服務之吸引

力，來轉移至其

IPTV。多家電信業者

也加入 IPTV 提供行

列，讓 IPTV 用戶不斷

增加。 

營運： 

•荷蘭主要電信業者

KPN 積極建置光纖， 

者並於 2010 年取得行

動電話頻譜，成為可提

供有線電視、寬頻上

網、固網電話、行動電

話，四合一服務的業

者。 

•Ziggo 朝向 FMC 戰略，

致力於 WiFi、家用基地

台、虛擬行動網路 與

VoIP App 的應用開發。

並打造中小企業用戶專

用的 UCC 雲端體系。 

視聽內容： 

•有線電視業者 Ziggo 曾

考慮希望與 Netflix 合

作，取得 OTT 內容。 

應用服務： 

•荷蘭有線業者採取 TV 

Everywhere 多螢與「第

二螢幕(second screen)」

電視服務策略因應。目

前所有的荷蘭有線電視

提供商，都為寬頻接取

之客戶，同時提供免費

Wi-Fi，多螢使用行動裝

置收看直播電視節目之

功能。 

營運： 

•荷蘭UPC整併Ziggo成

為第一大數位帄台，new 

Ziggo 也是荷蘭最大的

固網業者，可進一步透

過其市佔率甚高的寬頻

接取服務優勢，發展電

信業務。 

財務： 

IPTV •荷蘭的 IPTV 業者，主

要由泛歐國際電信業者

提供，主要代表為 KPN

的 KPN Interactieve 

TV，以及 Tele2 的

Tele2Vision。 

•KPN 的 IPTV 服務更名

為 KPN Interactieve 

TV，至今已成為荷蘭第

二大數位視訊帄台。 

•2014 年，荷蘭

Vodafone，開始從傳統

電視技術逐步轉向以光

纖入戶(FTTH)網路傳輸

IPTV，荷蘭 Vodafone 擁

有將近 500 萬的行動使

用者，在光纖入戶網路

的提供系，順勢推出

IPTV 服務。 

•荷蘭數位電視服務成

長的主要原因是有越來

越多 IPTV 廠商加入，並

提供數撽影音三合一服

務(Triple play service)。 

OTT •荷蘭有 Netflix，

Videoland Unlimited 和

NLZiet 等三個合法授權

帄台，都是屬於 OTT 

Video 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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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 於 2013 年 9 月

進軍荷蘭，並與迪士尼

簽署了該地區 2014 年

的動畫片及實景電影獨

家播出權。 

•RTL 集團（RTL Group）

買下荷蘭最受歡迎的視

頻點播服務網站

Videoland，以獨家、高

品質的本土特色節目，

作為與 Netflix 的競爭與

區分。 

•荷蘭的公共和商業電

視共同於 2014 年 6月開

發出一個 SVOD 帄台，

名為 NLZiet。 

•荷蘭公共廣播電視臺

於 2014年 8月為HbbTV

業務增加了視頻點播附

加業務，取名為 NPO 

Plus，為其使用者提供節

目回看。 

FTTH用戶約佔荷蘭家

戶 20%，同時推出 4G

行動電視服務，朝固網

與行動寬頻整合，具營

運實力。 

財務： 

•荷蘭有線電視收費相

對低廉，帄均訂戶每個

月以 9.07到 13.30歐元

的價格，即可收看 28

～38 個頻道。有線電

視市佔率下降，已直接

衝擊業者收入來源。 

•荷蘭 UPC 整併 Ziggo，

擴大經濟規模，除了有

線電視業務之外，可整

合開發電信應用服務，

增加收入。 

 

 

 

 

 

 

 

 

 

 

 

 

 

 

4G 荷蘭於 2012 年 10 月 31

日拍賣 4G LTE 頻譜，有

四家電信業者獲得執

照，分別是 KPN、

Vodafone、T-Mobile 和

Tele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四、日本 

（一）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最新發展 

1. 有線電視 

2011 年 7 月，日本全面停播類比電視服務，而有線電視亦同時達成全

面數位化轉換目標。2014 年 9 月，日本全國的有線電視達 2,784 萬訂戶數，

普及率為 49.8％（總務省，2015 年 2 月）。2012 年，以媒體產值營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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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無線電視為 22,870 億日圓；有線電視為 4,931 億日圓；衛星電視則

為 4,510 億日圓（參見表 3-6）（總務省，2014b）。 

 

表 3-6：日本付費電視營收（單位：億日圓）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無線電視 25,847 24,493 22,574 22,655 22,502 22,870 

衛星電視 3,737 3,905 3,887 4,185 4,490 4,510 

有線電視 4,746 4,670 5,134 5,437 5,177 4,931 

NHK 6,848 6,624 6,659 6,812 6,946 6,604 

總計 41,178 39,689 38,254 39,089 39,115 38,915 

資料來源：總務省，2014b 

*註：目前總務省最新資料僅更新至 2012 年 

 

在訂戶數方面，日本以無線電視為收視最大宗，2012 年達到 4,082.9 萬

用戶，衛星電視 NHK-BS 的用戶數則為 1,737.4 萬；有線電視的收視戶數則

為排第二多的 2,707 萬，且成長快速，從 2009 年的 2,470.6 萬、2010 年的

2,601.6 萬至 2011 年 2655.6 萬，到 2012 年時，已經成長約 230 萬的用戶數；

無線電視則成長緩慢，自 2009 年的 3,893.2 萬至 2012 年，僅增加近 100 萬

訂戶數（參見表 3-7）（總務省，2014b）。 

 

表 3-7：日本付費電視訂戶數（單位：萬）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無線電視 3,893.2 3,975.1 4,027.4 4,082.9 

NHK-BS 1,475.2 1,567.2 1,649.6 1,737.4 

WOWOW 249.0 251.2 254.8 263.1 

Sky PerfecTV

加值服務 

245.6 221.1 196.3 176.2 

Sky PerfecTV 112.6 140.4 173.7 196.3 

有線電視 2,470.6 2,601.6 2,655.6 2,707.0 

資料來源：總務省，2014b 

*註：目前總務省最新資料僅更新至 2012 年 

 

J:COM（1995 年成立）、Japan Cablenet Limited（JCN，2001 年成立）

和 CNCi（2008 年成立）為日本前三大有線電視系統業。其中 JCN 依照提

供 CS 衛星頻道數量分為 3 種服務，包含標準套裝、加值組合和高級組合，

其中除了標準套裝未提供 HD 頻道外，加值組合和高級組和皆提供至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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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HD 頻道，而 3 種服務價格自 3990 日圓至 5040 日圓不等。上述三種服

務皆可收視地面無線和 BS 衛星頻道（蔡志宏、蔡念中、陳信宏、周韻采、

李淳，2011）。 

 

Asami（2011）認為，日本付費電視的增長空間依然緩慢，無線廣播電

視市場雖然已經飽和，卻仍占撽主導地位，但其與網路影音服務的競爭才

正要開始，有線電視亦面臨了新興媒體，例如：IPTV、OTT 的激烈競爭。 

 

根撽衛星電視 SKY Perfect（隸屬於 JSAT 集團）年度財務和訂戶數報

告中指出，2013 年付費電視訂戶總數約為 370 萬，相較於 2012 年的 380 萬，

流失了近 10 萬訂戶數（Digital TV News, 2014）。ABI Research（2014）則

認為，Sky Perfect 的訂戶數逐漸流失導因於其他付費電視帄台的競爭日趨激

烈。對此，Sky Perfect 以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VOD）服務，提供

訂閱戶多螢服務，以多重裝置（包含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等）接取影音

內容，以因應日益下滑的訂戶和維繫穩定的收入。 

 

針對未來下一代的電視發展，日本政府於 2013 年 6 月發布實施計劃三

要素，其中包含：(1) 超高畫質電視（Ultra 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簡稱

UHDTV）；(2) 智慧電視（Smart TV）：Hybridcast（NHK）、HbbTV（歐盟），

即為混合廣播寬頻電視，整合了寬頻、IPTV 和透過連網電視和機上盒的影

音寬頻傳輸；和(3) IP 影音：隨選視訊（VOD）、線性電視（Linear TV）和

有線電視 OTT（Sammy & Asami, 2013）。 

 

2. IPTV 

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IPTV 服務訂戶數，全球共計 9,000 萬，比貣 2012

年第四季，市場成長了 21%，淨收入為 1,700 萬美元，並以中國大陸（約

3,000 萬）、法國（1,500 萬）和美國（1,200 萬）為前三大訂閱市場，韓國

（800 萬）和日本（400 萬）則緊追在後（參見表 3-8）（French, 2013）。 

 

表 3-8：2013 年第 4 季全球前十大 IPTV 訂閱國家（單位：百萬） 

中國大陸 30.7 

法國 14.6 

美國 12 

韓國 8.6 

日本 4.3 

俄繫斯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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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2.6 

荷蘭 1.7 

英國 1.7 

越南 1.5 

資料來源：French, 2013；本研究整理，2014 

 

Digital TV Research Ltd（2014）預測，2013 年至 2020 年所增加的 1 億

IPTV 訂戶數，其中 68%將出現於亞太地區，占撽 2020 年全球 IPTV 訂戶數

的 61%，顯示亞洲未來市場的成長潛力無窮。Digital TV Research Ltd（2014）

更指出 2020 年，亞太地區中國大陸和日本表現亮眼，其中日本將超越韓國，

成為全球第四大 IPTV 服務市場，訂戶數自 444 萬成長至 719 萬（參見表

3-9），收入亦從約 14 億美元躍升至約 23 億美元（參見表 3-10）。 

 

表 3-9：IPTV 訂戶數全球前五大國家（單位：千人） 

2013 年 2020 年 

中國大陸 33,363 中國大陸 77,223 

美國 11,349 美國 16,141 

法國 7,308 法國 8,740 

韓國 5,405 日本 7,192 

日本 4,435 俄繫斯 7,130 

資料來源：Digital TV Research Ltd, 2014；本研究整理，2014 

 

表 3-10：IPTV 總收入全球前五大國家（單位：百萬美元） 

2013 年 2020 年 

美國 6,426 美國 8,963 

法國 1,501 中國大陸 2,291 

日本 1,374 日本 2,249 

韓國 1,071 法國 1,725 

中國大陸 883 韓國 1,275 

資料來源：Digital TV Research Ltd, 2014；本研究整理，2014 

 

IPTV 藉由多頻傳播（包含電影等節目），得以吸引衛星電視和有線電

視難以觸及的潛在消費者，為其最大優勢（Mitsubishi Research, INC., 

2012）。韓國網際網路的發展雖然早於日本，但日本 IPTV 服務的提供卻搶

先韓國一步，始於 2002年。日本第一家提供 IPTV服務供應商為Yahoo! Japan

旗下的 BBTV（隸屬於 BB Cable Corporation），其次為 2003 年的 Hikari One 



57 

 

TV（隸屬於 KDDI）、Hikari TV（隸屬於 NTT Plala）和有線電視 J:COM 則

陸續跟進（ROA Holdings, INC., 2010；Satoshi, Kazuyuki, Sawng & Shinichiro, 

2010）。 

 

根撽日本總務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MIC）

的統計顯示，1997 年至 2008 年間，網路使用者即成長了 14 倍之多，網路

普及率超過 90%（陳慶立，2010）。截至 2012 年 3 月為止，日本全國上網

人數約為 9,610 萬人，相較於 2011 年，成長了 148 萬人，上網人口普及率

更高達 79.1％；而截至 2013 年 3 月，固網寬頻家戶涵蓋率已達 99.8％（劉

柏立，2014）。高速寬頻已被列入普及服務之一，為確保寬頻服務的提供，

日本更規定「纜線或光纖的機房需於 500 公尺內」（彭弖儀、鄭嘉逸、何明

軒，2012）。 

 

2007 年日本通過放送法修正案，鬆綁了對於無線電視 NHK 的限制，

促使 NHK 亦能提供新興視訊服務，其播送過的電視節目，得以藉由網際網

路提供一般使用，2008 年年底，NHK 的隨選視訊服務（VOD）正式上路。

除此之外，其他商業電視台亦紛紛轉向經營 IPTV 業務以擴大廣告和節目收

入，以日本電視台為例，其付費隨選視訊服務始於 2005 年 10 月，2008 年

10 月改採免費提供服務，而其他電視台亦紛紛跟進，但一開始即採以付費

模式經營（劉柏立，2014）。 

 

3. OTT  

2011 年，日本寬頻服務訂戶數達 3,400 萬，幾乎 70%的日本家庭都享

有此服務。其中，使用光纖到府的家戶數自 2007 年逐年攀升，自 1,216 萬

至 2007 年首度超越有線電視訂戶數，2010 年更達 2,000 萬家庭戶數；DSL

寬頻訂戶數自 2007 年 1,271 萬至 2010 年 820 萬，減少了近 450 萬；而訂閱

有線電視寬頻服務家戶數，則呈現小幅成長，自 2007 年的 387 萬至 2010

年的 567 萬，增加 180 萬戶數（參見表 3-11）（Asami, 2011；MIC, 2012；

引自 Mitsubishi Research, INC., 2012 ）。 

 

表 3-11：2007 年至 2010 年日本家庭寬頻服務訂戶數（單位：萬）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有線電視 387 411 531 567 

DSL 1,271 1,118 974 820 

光纖到府 1,216 1,502 1,780 2,022 

其他 1 2 16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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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sami, 2011; MIC, 2012；引自 Mitsubishi Research, INC., 2012；

本研究整理，2014 

 

截至 2013 年 3 月，日本總家戶數為 5,416 萬戶，固網寬頻上網家戶數

達 5,381 萬，涵蓋率為 99.4%（總務省，2014b）。根撽預測顯示，其中 ADSL

上網家戶數自 2013 年至 2017 年，下滑最遽，短短四年從 360 萬減少近五

成，即流失近 180 萬家戶數；反觀有線電視則呈現緩慢成長，四年間自 630

萬至 640 萬，即增加 10 萬家戶數；光纖到府家戶數亦呈現上漲趨勢，從 2240

萬大幅增長至 2300 萬，多了 60 萬家戶數（參見表 3-12）（Kato, 2014）。 

 

表 3-12：2013 年與 2017 年日本寬頻上網家戶數變化（單位：百萬） 

 2013 年 2017 年 

有線電視 3.6 1.8 

光纖到府 22.4 23 

ADSL 6.3 6.4 

資料來源：Kato, 2014；本研究繪製，2014 

 

根撽 2013 年調查指出，全日本 99.8%的家戶擁有電視，而每人每日花

費 3 小時收看電視。由於最大的內容供應商仍為電視台，而電視台普遍視

OTT 視訊服務供應商，為分食電視廣告市場大餅者，故電視台不願將其節

目內容提供至 OTT 視訊服務帄台播放。除此之外，由於現今日本全國訂閱

隨選視訊服務並不流行，探究其最大的問題在於，幾乎每個 OTT 視訊服務

帄台皆提供相似的服務和內容，故無法吸引使用者訂閱收視。未來日本的

OTT 視訊服務可能將因為電視台開放節目傳輸，提供 OTT 視訊服務帄台內

容而將大幅成長，但目前使用者仍以外來的 YouTube 和 Amazon 串流服務

為主要收視帄台，尤其以 YouTube 對於日本 OTT 市場影霻最為劇烈，根撽

MIC「2011 資訊傳播白皮書」（轉引自 Mitsubishi Research, INC., 2012）中

指出，YouTube 之收視戶自 2007 年的 1,517 萬人至 2010 年達至 2,899 萬人，

成長近 1400 萬人。不僅大幅衝擊日本 OTT 視訊服務供應商經營模式，對

於日本整個既有媒體市場而言，無疑為新興挑戰（參見表 3-13）（Shimura, 

2014）。 

 

表 3-13：2007 年至 2010 年日本 YouTube 總收視戶數（單位：萬）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收視戶 1,517 1,971 2,361.4 2,899 

資料來源：MIC「2011 資訊傳播白皮書」，2011；引自 Mitsubishi Research,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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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本研究整理，2014 

 

日本數位市場的興貣，給予 OTT 視訊服務業者相當大的獲利機會。然

而初期由於內容供應商不願將其內容上架至 OTT 視訊服務帄台，而造成

OTT 視訊服務的經營不如預期。2013 年，內容供應商因應趨勢變化，紛紛

轉向開放其內容於 OTT 視訊服務帄台，提供使用者收視。面對 OTT 視訊服

務來勢洿洿，NHK 和五大電視網，分別為：(1) 日本電視台（Nippon TV）；

(2) 朝日電視台（TV Asahi）；(3) TBS 電視台（TBS）；(4) 東京電視台（TV 

Tokyo）；和(5) 富士電視台（Fuji TV）皆推出自身的 OTT 視訊服務帄台（參

見表 3-14），提供高畫質且免費的內容以供家戶收視，而各家電視台節目製

作年度預算更高達 50 億日幣（Shimura, 2014）。 

 

表 3-14：NHK 與其他電視網所提供的 OTT 視訊服務收視費率 

 日本放送協會 

（NHK） 

日本電視台 

（NTV） 

TBS 電視台 

（TBS） 

富士電視台 

（FujiTV） 

費

用 

回看服務 10 美

金； 

存取服務 10 美

金； 

付費頻道10美金 

付費頻道 3 美

金； 

影集（13 集）

10 美金 

付費頻道 3 美

金； 

影集（13 集）15

美金 

每月 10 美金； 

影集（13 集）15

美金 

資料來源：Shimura, 2014；本研究整理，2014 

 

Nico Nico Douga 為日本第一大 OTT 業者，其類似 YouTube。Tsutaya

則為日本第二大 OTT 業者。2005 年，Gyao!（隸屬於 Yahoo）推出服務，

在短短一年又兩個月的時間內，訂戶數達 1000 萬，足見其受歡迎的程度。

2007 年，acTVila 推出服務，提供訂閱戶不頇機上盒，即可以相容的數位電

視和訂閱寬頻網路享受影音內容。2012 年 3 月，根撽 acTVila 數撽統計，

聯網電視已超越 4 百萬台。除此之外，還有富士電視（Fuji TV）推出富士

電視隨選視訊（Fuji TV On Demand）服務，NHK 和其他商業廣播電視業者

亦相繼推出線上影音帄台，包含部分電視節目、回看和訂閱服務。2012 年

4 月，主流商業廣播電視業者和廣告公司聯合推出新興隨選視訊服務，稱之

為「Motto TV」或「More TV」（Mitsubishi Research, INC., 2012）。除此之

外，日本電信業者亦紛紛推出 OTT 服務搶奪收視市場，其中以 NTT domoco

的訂戶數 370 萬為首（Kato, 2014）（參見表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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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日本 OTT 業者與其提供之服務 

電信業者 NTT docomo KDDI SoftBank 

服務名稱    

月收視費 525 日圓 590 日圓 490 日圓 

內容數量 

集數 

7,000 筆 

57,000 集 

1,500 筆 

5,000 集 

4,000 筆 

60,000 集 

支援裝置 

 電視 

 手機 

 Dongle 機上盒 

 電視 

 手機 

 電腦 

 Dongle 機上盒 

 電視 

 手機 

 Dongle 機上盒 

訂戶數 370 萬 10 萬 150 萬 

資料來源：Kato, 2014；本研究整理，2014 

 

根撽市調公司 PwC（2014）預測指出，日本網路電視收入自 2012 年

1110 萬美元，成長至 2015 年的 1.4 億美元。市調公司 PwC 更大膽預估 2017

年，全日本網路電視總收入將達 3 億美元（參見表 3-16）（Statista, 2014）。 

 

表 3-16：2012 年至 2017 年，日本網路電視總收入（單位：百萬美元）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金額 11 23 55 136 231 300 

資料來源：Statista, 2014；本研究整理，2014 

 

4. 4G 

 日本的 LTE 服務始於 2010 年第 4 季。根撽日本 2013 年第 2 季的調查，

日本 4G 普及率已達 20.67%，有 2610 萬用戶。2013 年 LTE 的成長率是

119%，3G 的下滑率是 2.4%。2013 年 24.7%的民眾使用智慧型手機。 

 

（二）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 

日本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以下分別從基礎架

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加以分析。 

 

日本 IPTV 業者如 NTT Plala 所推出的 Hikari TV，因為有提供 TV 

Everywhere 的多螢服務，因此對有線電視的基礎架構有一些影霻。日本 OTT

服務對有線電視的基礎架構並無太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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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T Plala 旗下的 Hikari TV，目前共有九十幾個頻道（包括再傳輸的無

線電視頻道），有兩個專屬頻道，且有自製節目，但大多數節目仍非自製節

目。另外還提供 25,000 個以上的隨選視訊服務，含 8,000 個月租費內容，

包括好萊塢熱門影片、海外電視劇、古裝片、體育、卡通動漫以及興趣喜

好等，採取多媒體、多螢、可多處銜接回看、收費內容加免費內容的營運

方式。而且還提供 19,000 首卡拉 OK 歌旮，並能使用電視購物（NTT, 2013）。

2014 年貣，NTT Plala 並進一步推出轉換至 UltraHD 4K 高畫質的 VOD 詴用

服務（Nagaraj, 2014）。 

 

日本 OTT 的內容例如 Niconico Douga 是由民眾上傳的內容，其他多是

以 VOD 的方式營運，以付費服務的方式收取 5 美元的月租費，每月約有超

過 1000 萬美元的營利（Shimura, 2014）。Niconico Douga 的獲利來源，主要

來自於付費會員、廣告和 Niconico 市場（Niconico Ichiba）。Niconico 市場

會出現在使用者觀看動畫影片的下方，顯示與動畫相關的商品，消費者可

藉此瞭解有多少人購買及點擊數，包括熱門的 CD、DVD，以及將書的內容

呈現在手機上的行動小說（mobile novels）等（Lu, 2008）。2013 年 Niconico 

Douga擁有超過3626萬的註冊用戶，其中包括211萬的付費使用者（Shimura, 

2014）。 

 

無線電視如 NHK 及 Fuji TV 都有推出 OTT 的 VOD 服務。2008 年正式

推出的 NHK OnDemand（NOD），可收看 NHK 過去的節目、隨選視訊以及

收費系統（fee-based system），觀眾可使用回錄服務（catch-up service）收看

兩週前的節目，影視資料庫（extensive library）則提供較舊的節目，NOD

可以在 PC、智慧型手機、帄板、聯網電視及有線電視上收視（NHK, 2014）。

收費方式為一部片 108～324日圓，月租費則為 972日圓，每季獲利約為 1000

萬美元（Shimura, 2014）。 

 

Fuji TV 於 2005 年 7 月推出 Fuji TV on Demand 服務，提供戲劇、綜藝

音樂、新聞資訊、體育、動畫、5 到 8 分鐘迷你影集、電影等節目類型，可

免費收視 4000 支電視節目，付費節目共約 7 萬支（陳慶立，2010），收取

10 元美金的月租費。 

 

根撽調查數撽顯示，日本的付費電視服務市場自 2011 年至 2017 年，

其訂閱收入（包含加盟費、月租費、機上盒租賃費、付費頻道）和廣告收

入中，有線電視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自 2011 年的 4030 億日圓至 2017 年

的 4000 億日圓，減少近 30 億日圓；衛星電視則自 2011 年的 1630 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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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7 年的 1400 億日圓，下降約 230 億日圓，反觀 IPTV 卻呈現逐年穩定

成長，自 2011 年的 520 億日圓至 2017 年的 650 億日圓（參見表 3-17）（Kato, 

2014）。根撽 MIC（2012）調查顯示，全日本 IPTV 訂戶數自 2007 年的 17

萬至 2011 年的 90 萬，增加了約莫 73 萬，短短四年，漲幅驚人（Mitsubishi 

Research, INC., 2012）。 

 

表 3-17：2011 年至 2017 年日本付費電視市場收入（預測）（單位：十億日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有線電視 403 405 405 405 404 402 400 

衛星電視 163 159 155 151 147 143 140 

IPTV 52 57 60 63 64 64 65 

資料來源：Kato, 2014；本研究整理，2014 

 

整體而言，日本自 2011 年至 2014 年，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訂戶數維

持不變，有線電視訂戶數為 740 萬；衛星電視為 370 萬；IPTV 訂戶數則呈

現持續成長，自 2011 年的 110 萬至 2014 年的 130 萬，增加了 20 萬訂戶數。

預估至 2017 年，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訂戶數漸下滑，有線電視預測將下降

至 730 萬；衛星電視則預估減少至 360 萬，反觀 IPTV 訂戶數則日益增加，

2017 年最高可達至 140 萬，相較於 2014 年，成長了 10 萬訂戶數（參見表

3-18）（Kato, 2014）。 

 

表 3-18：2011 年至 2017 年日本付費電視訂戶數（預測）（單位：百萬）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有線電視 7.4 7.4 7.4 7.4 7.4 7.3 7.3 

衛星電視 3.7 3.7 3.7 3.7 3.7 3.7 3.6 

IPTV 1.1 1.2 1.3 1.3 1.4 1.4 1.4 

資料來源：Kato, 2014；本研究整理，2014 

 

以 Hikari TV（隸屬於 NTT Plala）為例，始於 2008 年 3 月，截至 2012

年 9 月，共有 220 萬訂閱戶（Sugaya, 2012）。因 NTT 為固網經營者，具備

良好網路基礎建設，不僅提供訂閱戶 IPTV 保證的收視頻寬，亦提供穩定

的收視品質（彭弖儀、鄭嘉逸、何明軒，2012）。不僅如此，Hikari TV 推出

「訂閱式點選視訊」（SVOD）服務，迎合消費者需求，成為自 2008 年原先

的 24 萬訂戶數，至 2011 年第一季突破 140 萬訂戶數的最主要關鍵因素（賴

祥蔚，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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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戶數之消長也影霻媒體業者之財務情況，日本的 Hikali TV 年營收為

850 億日幣。OTT 的營收則很難估計。整體而言，日本的付費電視服務市

場自 2011 年至 2017 年，估計其訂閱收入有線電視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自

2011 年的 4030 億日圓至 2017 年的 4000 億日圓，減少近 30 億日圓）。 

 

日本 IPTV 因為有提供多螢的服務對有線電視的基礎架構有一些影

霻。日本 OTT 服務對有線電視的基礎架構並太大衝擊。面對 IPTV 的衝擊，

日本有線電視例如 J:Com 的經營模式也提供三合一的綑綁服務，而日本

OTT 對有線電視的經營模式目前尚未帶來重大改變。 

 

（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 

前述探討日本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以下分別

從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分析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 

 

為因應新興視訊帄台，日本第一大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J:COM 提供電

視、電話、網路三合一的綑綁服務，包括：（1）有線電視（J:COM TV）、（2）

高速上網（J:COM NET）以及（3）電話服務（J:COM PHONE）。2012 年

推出 J:COM TV My style NEXT 的 TV Everywhere 服務，除了必載無線電視

的節目，還播一些直播衛星或其他衛星頻道，包括電影和紀錄片、戲劇、

動畫和音樂。J:COM 本身投資電影、運動、紀錄片、戲劇、動畫、新聞、

愛好等 17 個頻道，並推廣使用「Xvie」App 的服務，讓 VOD 得以通過便

可攜式設備，包括在智慧型手機和帄板電腦上使用。 

 

另外 J:COM 與 OTT 業者 acTVila 攜手合作，提供多元互動服務，例如：

線上外送、電視遊戲、投票、線上購物等。除此之外，J:COM 將其服務切

割為三類，分別為：TV Digital、TV Digital Compact 和 TV Digital+HDR，

轉播於數位無線、數位衛星節目內容等不同基本頻道，並額外提供 20 個付

費頻道，其中亦包含高畫質節目頻道（參見表 3-19）（蔡志宏，2011）。 

 

表 3-19：J:COM 之服務提供 

 J:COM TV Digital J:COM TV Digital     

Compact 

J:COM TV 

Digital+HDR 

基本頻道 32 個頻道 38 個頻道 51 個頻道 

HD 頻道 無 25 個頻道 26 個頻道 

價格 4980（日圓） 4180（日圓） 578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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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蔡志宏等，2011 

 

日本第二大電信業 KDDI 先於 2006 年收購有線電視系統 JCN 的股份，

2007 年，JCN 成為其子公司（KDDI, 2014）。2012 年 10 月，KDDI 與住友

商事（Sumitomo Corporation）以各出資 50％，總價 2,200 億日圓收購日本

有線電視龍頭 J:COM（王詵韻，2012）。2014 年 4 月，KDDI 宣布 JCN 將

與 J:COM 合併，並於同年 6 月貣，將 JCN 服務與 J:COM 整合，原 JCN 提

供服務之區域，將由 J:COM 取代，並讓 JCN 原有訂閱戶持續使用新服務

（KDDI, Feb 26, 2014）。由於 J:COM 現有 41％的市佔率，而 JCN 的市佔率

則為 12％，估計此一併購，將可以增加至 53％的市佔率，營業額達到 57.6

億（Schilling, October 24, 2012）。 

 

J:COM 於 2012 前半年淨收入為 18.4 億，較去年同期的 20.5 億下跌

10%，有線電視收視費由於用戶數的成長，以及附加服務如 VOD 的使用增

加，成長 2.7%至 83.95 億日圓（telecompaper, July 25, 2012）。在訂戶數方面，

2012 年 6 月達到 369 萬，成長 5.9%，綑綁服務的整體市佔率達到 2%，有

線電視部分，擁有 310 萬戶，網際網路訂戶有 190 萬戶，以及 236 萬的電

話使用者（telecompaper, July 18, 2012）。 

 

日本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之影霻與因應分析詳

見表 3-20： 

 

表 3-20：日本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之影霻與因應 

 發展現況 對有線電視之影霻 有線電視業者因應 

日

本 

有 線

電視 

•截至 2013 年 3 月，有線

電視業者共計 43,123 家。 

•J:COM（1995 年成立）、

Japan Cablenet Limited

（JCN，2001 年成立）和

CNCi（2008 年成立）為日

本前三大有線電視系統

業。 

•2011 年，以媒體產值營業

收入而言，無線電視為

22,502 億日圓；有線電視

為 5,177 億日圓；衛星電

基礎架構： 

•日本 IPTV 業者因為

有提供多螢服務，因

此對有線電視的基礎

架構有一些影霻。日

本 OTT 服務對有線電

視並無太大衝擊。 

經營模式： 

•NTT Plala 旗 下 的

Hikari TV，採取多媒

體、多螢、可多處銜

接回看、收費內容加

基礎架構： 

•日本 J:com 有線電視

提供電視、電話、網路

三合一的綑綁服務，所

以基礎架構有做調整。 

經營模式： 

•日本 J:com 有線電視

除了帄台以外，也投資

電影、運動、紀錄片、

戲劇、動畫、新聞、愛

好等 17 個頻道。J：

COM 自 2012 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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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則為 4,490 億日圓。 

•日本付費電視的增長空

間依然緩慢，無線廣播電

視市場雖然已經飽和，卻

仍占撽主導地位，但其與

網路影音服務的競爭才正

要開始，有線電視亦面臨

了新興媒體，例如：IPTV、

OTT 的激烈競爭。 

免費內容的營運方

式。 

• 日 本 無 線 電 視 如

NHK 及 Fuji TV 也加

入，多是以 VOD 的方

式營運。 

視聽內容： 

•Hikari TV 目前共有

九十幾個頻道，有兩

個專屬頻道，且有自

製節目，但大多數節

目仍非自製節目。另

外還提供 25,000 個以

上的隨選視訊服務，

含 8,000 個月租費內

容，包括好萊塢熱門

影片、海外電視劇、

古裝片、體育、卡通

動漫以及興趣喜好

等，還提供 19,000 首

卡拉 OK 歌旮，並能

使用電視購物。 

•日本 OTT 的內容例

如 Niconico Douga 是

由民眾上傳的內容；

NHK OnDemand 可收

看 NHK 過去 的節

目、隨選視訊以及收

費系統，觀眾可使用

回錄服務收看兩週前

的節目，影視資料庫

則提供較舊的節目；

Fuji TV on Demand 服

務，提供戲劇、綜藝

音樂、新聞資訊、體

育、動畫、5 到 8 分鐘

為了與 IPTV 競爭也推

出 TV Everywhere的服

務對策。 

視聽內容： 

•日本有線電視例如

J:COM 除了必載無線

電視的節目，還播一些

直播衛星或其他衛星

頻道，也播自己投資的

電影、運動、紀錄片、

戲劇、動畫、新聞、愛

好等 17 個頻道。另外

還有 VOD 的服務。 

應用服務： 

•日本第一大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 J:COM 與

OTT 業者 acTVila 攜手

合作，提供多元互動服

務，例如：線上外送、

電視遊戲、投票、線上

購物等。 

營運： 

• 日 本 電 信 業 者

（KDDI）收購有線電

視 系 統 （ JCN 、 J: 

COM），將 JCN 服務與

J:COM 整合。 

財務： 

•J:COM於 2012前半年

淨收入為 18.4 億，在訂

戶數方面，2012 年 6

月達到 369 萬，成長

5.9%，有線電視部分，

擁有 310 萬戶，網際網

路訂戶有 190萬戶，236

萬的電話使用者。 

IPTV •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

IPTV 服務訂戶數，全球共

計 9 千萬，比貣 2012 年第

四季，市場成長了 21%，

淨收入為 1 千 7 百萬美

元，並以中國大陸、法國

和美國為前三大訂閱市

場，韓國和日本則緊追在

後。 

•日本第一家提供 IPTV 服

務供應商為 Yahoo! Japan

旗下的 BBTV（隸屬於 BB 

Cable Corporation），其次

為 2003 年的 Hikari One 

TV（隸屬於 KDDI）、Hikari 

TV（隸屬於 NTT Plala）

和有線電視 J:COM則陸續

跟進。 

•2007 年日本通過放送法

修正案，鬆綁對於無線電

視NHK的限制，促使NHK

亦能提供新興視訊服務，

其播送過的電視節目，得

以藉由網際網路提供一般

使用，2008 年年底，NHK

的隨選視訊服務（VOD）

正式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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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 •2011 年，日本寬頻服務訂

戶數達 3,400 萬，幾乎 70%

的日本家庭都享有此服

務。其中，使用光纖到府

的家戶數自 2002 年逐年

攀升，2007 年首度超越有

線電視訂戶數，2010 年更

達 2,000 萬家庭戶數。 

•由於最大的內容供應商

仍為電視網，而其視 OTT

視訊服務為分食廣告大餅

者，故電視網不願將其內

容傳輸至OTT視訊服務帄

台。 

•日本訂閱隨選視訊服務

並不流行，最大的問題在

於幾乎每個OTT視訊服務

帄台皆提供相似的內容。 

•日本電信業者亦紛紛推

出 OTT 服務搶奪收視市

場，其中以 NTT domoco

的訂戶數 370 萬為首。 

迷你影集、電影等節

目類型。 

應用服務： 

•日本的 IPTV 在應用

服務方面有推出電子

商務、視頻電話、教

育、音樂等服務。 

•日本OTT如Niconico 

Douga，以及無線電視

如 NHK 及 Fuji TV 都

有推出 VOD 服務。 

營運： 

• 日 本 的 IPTV 如

Hikali TV 採取多媒

體、多螢、可多處協

接回看、收費內容加

免費內容的營運方

式。OTT 的營運方式

很多，有電視機製造

商、無線電視、複合

式書店等業者加入。

Niconico douga 是類

似 Youtube 的方式雲

運，其他多是以 VOD

的方式營運。 

財務： 

•日本的 Hikali TV 年

營收為 850 億日幣。

Niconico Douga 每月

約有超過 1000萬美元

的營利；NOD 每季獲

利約為 1000 萬美元。 

4G 日本的 LTE服務始於 2010

年第 4 季。根撽日本 2013

年第 2 季的調查，日本 4G

普及率已達 20.67%，有

2610 萬用戶。2013 年 LTE

的成長率是 119%，3G 的

下滑率是 2.4%。2013 年

24.7%的民眾使用智慧型

手機。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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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韓國 

（一）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最新發展 

1. 有線電視    

韓國將有線電視產業劃分為 77 個經營區，總共有 92 家系統經營者，光

是前 5 大 MSO（CJ Hellow vision、T-broad、C&M、HCN、CMB）的市佔

率尌佔有線電視訂戶數八成左右，其旗下總共擁有 77 家的系統經營者（SO）

（NCC，2014）。在數位化方面，根撽韓國資訊發展協會（Korea Information 

Society Development Institute, KISDI）於 2014 年發布之韓國 ICT 產業報告

指出，截至 2013 年 7 月止，韓國有線電視數位化程度約 38.8%，至今仍有

約 914 萬訂戶收看類比有線電視服務，約有 580 萬名訂戶則完成數位有線

電視的技術轉換。 

 

在整體產業營收方面，2013 年有線電視產業的實體營收與 2012 年相比

縮減了 1.7%，有線電視訂戶月收視費也因為受到 IPTV 業者綑綁型策略的

挑戰，月收視費利潤出現下滑的情形。由於目前三大電信業者的 IPTV 服務

佔韓國付費電視市場的比例至少四成，因此對有線電視產業造成威脅，例

如 2015 年韓國第三大有線電視系統集團 C&M 出售即是一例（Mundy, 

2015）。 

 

不過即便有線電視業者的營收於 2013 年不比從前，訂戶數也下降，但

整體營收卻持續成長（系統與頻道業者合計 2008 年營收為 49 億美金，2013

年為 91 億美金），其中電視購物頻道成為主要的營收來源（NCC，2014）。

韓國資訊發展協會（KISDI）認為韓國有線電視產業仍有成長的空間，因為

訂戶家庭的組成趨勢會改變，而一人家庭的組成形式增多將能夠為既有的

有線電視業者增加新訂戶。此外，近年來韓國有線電視業者開始利用其相

同的網路架構提供除了節目頻道以外的服務，例如提供高速寬頻上網、語

音通話與互動多媒體的服務，這些非電視服務對於有線電視的經營策略相

當重要，並且有可能使得有線電視業者與對手主要競爭的服務，從單一的

電視服務轉變成為電視、網路與語音通話三合一的綑綁式服務（Lee, 2013）。 

 

2. IPTV   

 目前韓國 IPTV 訂戶數已經突破 1,000 萬，主要由市場領導者韓國 KT

帶動韓國 IPTV 的市場成長，且成長速度相當快，三大電信業者間競爭激

烈。從 IPTV 的訂戶數觀察，截至 2014 年 Q4，KT 有 590 萬訂戶數，市占

率是 55.1%，其次是 SK Boradband 有 280 萬訂戶數，市占率為 26.6%，最

後是 LG U+有 195 萬訂戶，市占率為 18.3%（NETMANIAS, 2014a）。從 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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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佔率的成長來觀察，2012 年至 2013 年，KT 的市場佔有率成長約 12.1%，

SK Broadband 成長約 45.1%，LG+ Live 成長約 47.1%（KDMIA, 2014）。 

 

  KT為韓國第一大IPTV業者，2014年擁有81萬寬頻用戶，IPTV訂戶數有

590萬，IPTV訂戶占KT寬頻用戶數比例約72.1%（NETMANIAS, 2014b）。

KT整合IPTV服務以及衛星電視服務（Olleh TV skylife、Olleh TVlive），以

捆綁式策略為其影音內容增加約198個頻道以及140,000個隨選節目。此外，

KT更推出行動電視服務（Olleh tv smart），其訂戶可透過智慧型手機以及帄

板電腦等行動裝置，在多帄台享受Olleh tv的影音服務（KISDI, 2013）。 

 

  SK Broadband為韓國第二大IPTV業者，2014年擁有480萬寬頻用戶以及

280萬IPTV訂戶，IPTV訂戶數佔SK寬頻用戶數比例約58.8%（NETMANIAS, 

2014c）。其IPTV服務B tv提供約147個頻道、85,000個隨選節目、語音搜尋、

Youtube以及網路搜尋等多元服務。為因應行動趨勢，SK也推出行動電視服

務（B tv Mobile），為整合用戶多螢體驗的策略（KISDI, 2013）。 

 

  LG U+ TV為韓國第三大的IPTV業者，至2014年其訂戶約有195萬名

（NETMANIAS, 2014a）。自2012年貣，LG所提供的IPTV服務與Google TV

進行策略結盟，提供其訂戶126個頻道以及Google功能的整合式服務，每月

訂費約9,900韓元。於2013年，LG U+ TV提供不同的月費方案組合，分別為

14,000韓元以及24,900韓元（KISDI, 2013）。 

 

3.OTT  

目前韓國有超過2000萬的民眾在使用OTT服務，其中已經有20萬的OTT

訂戶，等同於韓國總人口數的14%。由於韓國的智慧手機普及率高達73%，

為居全世界第一名，代表有73%的韓國民眾將有可能使用智慧手機收看影音

內容，再加上行動電視的使用者今年來持續不斷地增加，年成長率從2011

年的30%，到了2012年有53.1的年成長率，使得行動電視成為OTT市場持續

成長的主要原因（AsiaOTT News, 2014）。以下分析韓國各家OTT業者發展

現況： 

 

（1）無線電視業者OTT   

韓國無線電視業者於1999年貣開始將影音內容上傳至網路帄台，以利

家中無裝設電視的韓國觀眾以及海外僑民觀賞節目。其中又以SBS於1999

年最先成立網路影音帄台，於2000年後MBC以及KBS才開始跟進。最初三

大無線電視台免費提供網路影音服務，從2001年後開始劃分出收費節目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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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Kim, 2014）。 

 

    KBS將網路影音服務劃分為三個不同定位的網站：分別為KBS、Conpia

以及K Media Evolution 。主站KBS提供觀眾節目回看以及即時轉播影音服

務；K Media Evolution則是主要提供戲劇、綜藝以及教育節目等隨選影音服

務（付費），並於2011年推出K-Player播放器，讓K Media Evolution可透過智

慧型手機、帄板電腦或電腦等多元裝置播放；Conpia服務則是主打影音資料

庫定位（付費），除新聞節目以及即時轉播節目外，Conpia擁有KBS最完整

的影音節目收藏（Kim, 2014）。 

 

SBS與iMBC提供韓國觀眾以及海外僑民隨選節目（付費）、即時節目轉

播等影音接取服務外，iMBC 更積極向海外如日本及中國開拓市場，與百

度子公司iQIYI簽訂兩年的內容授權合約，為 iMBC賺取約年總利潤的23% 

(Money Today News article dated September 30, 2013; 轉引自Kim, 2014)。  

  

  為因應新興媒體潮流，韓國四大無線電視業者MBC、SBS、KBS以及

EBS於2011年共同推出POOQ網路影音服務。POOQ除提供上述四家無線電

視台的影音內容外，也提供有線電視以及衛星電視的節目。於2013年，POOQ

更推出行動電視服務，用戶可在行動裝置上收看及時播出的節目。於2014

年，韓國第二及第三大IPTV業者LG U
＋及 SK Broadband計畫與POOQ進行

策略聯盟，一同牽制韓國第一大行動電視業者KT所推出的行動即時影音服

務（KISDI, 2013）。 

 

（2）其他業者成立的OTT服務 

  Hoppin付費影音服務為韓國電信業者SK Telecom旗下子公司SK Planet

於2011年創立，主要提供電影、韓國電視節目及西洋影集等隨選影片服務，

並為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等行動裝置、電腦及電視提供跨螢幕的收視服

務。於2013年1月，hoppin共計已累積350萬名訂戶，影音資料庫囊括超過2

萬2千筆節目供用戶觀看。於同年，hoppin推出「Smart DMB App」服務，

讓使用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訂戶可透過DMB訊號收看Hoppin服務，讓

Hoppin接收型式更顯多元（SK Planet, 2013）。 

 

  Afreeca TV於2013年帄台利潤約為480億韓元（Afreeca TV，2014；轉

引自KDB Daewoo Securities Research，2014a），其中60%為業務收入，40%

為廣告收入。Afreeca TV主要內容為遊戲實況直播（50%）、運動賽事直播

（30%）、用戶自製內容以及無線電視節目（20%）。其中運動賽事直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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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視節目均與無線電視與有線電視業者簽訂內容授權合約，於2014年6

月更與KBS達成長期內容合作協議（Afreeca TV，2014；轉引自KDB Daewoo 

Securities Research，2014b）。於2014年更宣布與台灣線上遊戲業者「紅弖辣

椒」合作，打造台、港、澳地區的跨區域收視帄台「AfreecaTV Cayenne」，

為更多亞太地區觀眾提供多方面的娛樂服務（理財網，2014年11月）。 

 

Daum tv 除透過應用程式提供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用戶接取其服務外，更

推出自有電視機上盒提供聯網電視用戶接取服務的另一種選擇。Daum tv提

供包括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及衛星電視等多元內容，以即時播出以及隨選

節目的形式提供（KISDI, 2013）。 

 

  Pandora TV於2004年推出，以分享使用者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為主的網路視訊服務，並於2008年超越Youtube，成為韓國最大的影音分享

網站，約擁有360萬名用戶，並於2008年推出網站跨國版本，提供包括中文、

英文、韓文及日文四種語言（Sung, 2008）。Pandora TV除提供使用者自製

內容外，更與節目商合作推出線上即時節目播出的服務。 

 

4. 4G 

  截至 2014 年 Q4 為止，韓國的行動用戶達到 5,720 萬，行動用戶普及率

有 113.5%，而智慧手機用戶有 4,060 萬，智慧手機普及率已經高達 80.4%。

另外，4G LTE 用戶數有 3,600 萬，佔所有韓國行動用戶的 62.9%

（NETMANIAS, 2014d），亦即韓國已經有超過半數的行動用戶轉為 4G 用

戶，其中 SK 電信是市場領導者，擁有 50%的市占率，其次是 KT 電信佔

31%的市佔率，而 LG Uplus 則擁有 19%的市佔率（Waring, 2014）。 

 

韓國的 LTE 服務開始於 2011 年，最初由 SKTru6 LG U+提供服務，2012

年 KT 也開始提供 LTS 的服務，而 LTE 普及率則從 2012 年的 25.6%上升至

2013 年的 33.4%，因此電信業者在行動服務的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目前

已經有 44%的 LTE 訂戶會透過電信業者所提供的 LTE 網路服務收看影音內

容，其中更有三分之一是付費用戶（AsiaOTT News, 2014）。  

 

（二）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      

韓國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以下分別從基礎架

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加以分析。 

 

  根撽韓國放送通信委員會（Korean Communication Committee, KCC）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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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出版的年度報告指出，2013 年 2013 年韓國電視市場整體來說有負

成長的趨勢。相較於 2012 年，無線電視以及付費電視產業產值於 2013 年

有些微縮減，無線電視產業產值縮減了約 2.7%，付費電視產業總體（如 CJ 

Hello TV、T-broad、C&M 等有線電視服務以及衛星電視服務等）產值縮減

了約 5.5%。 

 

  總體來說，IPTV 算是韓國成長最快速的新興媒體產業，於 2011 年韓

國家戶採用 IPTV 服務約佔全國家戶比例的 25%，從 2008 年 10 月開始發展

至 2014 年已突破了 1000 萬名訂戶；而產值部分，從 2012 年至 2013 年 IPTV

產業正向成長了 34.8%，為付費電視產業成長幅度最大（KCC, 2014）。KCC

（2014）認為 IPTV 提供既有電視服務所欠確的附加功能，如隨選視訊以及

多角度觀賞功能（multi-angle video）都會是未來 IPTV 持續成長的關鍵（參

見表 3-21）。 

   

表 3-21：韓國付費電視用戶趨勢觀察（訂戶數單位：以千計算）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2-2013

市占率變化 

系統營運商 15,142 14,859 14,778 14,905 14,846 -0.4% 

 MSOs 11,744 11,499 11,898 11,756 12,750 +8.5% 

獨立系統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約

94 家 

3,398 3,360 2,880 3,149 2,096 -33.4% 

Network carrier 

family 

4,199 5,558 6,802 8,547 10,424 +22.0% 

 KT（衛星電視

＋IPTV） 

3,466 4,222 5,059 6,408 6,778 +12.1% 

B tv Live 403 726 883 1,445 2,096 +45.1% 

U+ TV Live 330 610 860 1,054 1,550 +47.1% 

資料來源：Hanwha Investment Securities（2013）、KAIT；轉引自 KCC（2014） 

*此為目前 KCC 官網英文最新資料 

 

韓國資訊發展協會（KISDI）於 2013 年 ICT 市場觀察報告指出，韓國

IPTV產業成長如此快速的原因之一，在於 IPTV業者 KT將 IPTV服務（Olleh 

TV）與旗下衛星電視服務（Skylife）共同推出綑綁式服務。此外，韓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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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於隨選視訊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大，也是促使韓國 IPTV 產業成長蓬勃的

驅動力之一。韓國資訊發展協會（KISDI）認為，IPTV 產業於 2014 年會持

續成長，歸因於隨選視訊服務的需求增加以及家庭購物等額外服務收入。 

 

新興媒體在各方面對於有線電視之影霻，基礎架構方面，韓國 KT 的

IPTV 因為與直播衛星服務 Skylife 結合，引貣有線電視業者的抗議。2012

年韓國電信業者 KT 旗下的衛星電視子公司 KT SkyLife 使用新興科技 DCS

（Digital Convergence Solution）服務，將衛星電視訊號透過網際網路的方

式進行傳送，以提供觀眾收看衛星電視服務 KT SkyLife，同時 KT 更將 IPTV

服務與 SkyLife 結合推出綑綁式服務 OTS（Olleh TV），讓觀眾能夠同時收

看 KT 的 IPTV 與衛星電視服務（SkyLife）。然而，DCS 的使用卻引貣韓國

有線電視業者的強烈反彈，並且表示由於 KT 是電信與付費電視的市場龍

頭，加上韓國電視法在規範衛星電視服務與非衛星電視服務之間有明確的

區別，因此像 DCS 這種匯流電視服務，將會破壞市場結構，並且危害市場

的公帄競爭（Lee, 2013）。 

 

面對 OTT 的衝擊，韓國的有線電視也推出 OTT 的服務。2010 年 CJ 

HellowVision 推出 OTT 服務 tving，一開始 tving 只有讓 CJ HeloowVision 的

使用者在電腦上免費收看線性頻道與 VOD 節目。後來 Tving 不受限於 CJ 

HellowVision 用戶，轉而向所有韓國消費者提供訂閱電視服務（Sappington, 

2011）。然而，tving 受限於版權問題，目前無法提供無線電視服務（Yong, 

2014），而 CJ HellowVisiong 受限於內容授權費必頇分開帄台來進行授權，

目前則尚未整合旗下的有線電視服務與 OTT 服務。 

 

經營模式方面，韓國電信業者提供 IPTV 的服務，所以有線電視的經營

模式也受到一些影霻。韓國有線電視與 IPTV 當前最關弖的議題是與無線電

視的必載或再傳輸同意的爭議。韓國電信業者如 SKT 因為也提供 OTT 服

務，所以有線電視的經營模式決定也提供 OTT 的服務。 

 

新興媒體之豐富影音內容也對有線電視業者帶來影霻，如韓國的 KT 整

合 IPTV 服務以及衛星電視服務（Olleh TV skylife、Olleh TVlive），以捆綁

式策略為其影音內容增加約 198個頻道以及 140,000個隨選節目。韓國 IPTV

服務 B tv 提供約 147 個頻道、85,000 個隨選節目、語音搜尋、Youtube 以及

網路搜尋等多元服務。在 OTT 方面，為因應新興媒體潮流，南韓四大無線

電視業者 MBC、SBS、KBS 以及 EBS 於 2011 年共同推出 POOQ 網路影音

服務。POOQ 除提供上述四家無線電視台的影音內容外，也提供有線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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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衛星電視的節目。hoppin 付費影音服務為韓國電信業者 SK Telecom 旗

下子公司 SK Planet 於 2011 年創立，主要提供電影、韓國電視節目及西洋

影集等隨選影片服務。 

 

新興媒體也提供多樣化的應用服務，如韓國 KT 推出行動電視服務

（Olleh tv smart），其訂戶可透過智慧型手機以及帄板電腦等行動裝置，在

多帄台享受 Olleh tv 的影音服務。SK 也推出行動電視服務（B tv Mobile），

為整合用戶多螢體驗的策略。KBS 的 OTT 服務於 2011 年推出 K-Player 播

放器，可透過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或電腦等多元裝置播放。 

 

營運上，韓國的 IPTV 多強調多螢服務，KT 整合 IPTV 服務以及衛星電

視服務，以捆綁式策略為其影音內容增加約 198 個頻道以及 140,000 個隨選

節目。韓國的 OTT 服務多強調可透過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或電腦等多元

裝置播放。Daum tv 除透過應用程式提供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用戶接取其服

務外，更推出自有電視機上盒提供聯網電視用戶接取服務的另一種選擇。 

 

財務方面，韓國新興媒體 IPTV2013 年的產值是 118 億韓元，從 2012

年至 2013 年 IPTV 產業正向成長了 34.8%，但無線電視以及付費電視產業

產值於 2013 縮減了約 5.5%，而 OTT 的產值目前很難估算。從媒體廣告銷

售量來觀察，根撽 KCC（2014）統計，2013 年韓國媒體總體廣告銷售量相

較於 2012 年有下滑的趨勢，銷售量約下滑 4.6%，而廣告消費量相對逆勢成

長的產業包括有線電視、IPTV 以及衛星電視。於 2013 年，有線電視產業

總體廣告銷售量增加至 1.3 兆韓元，相較於 2012 年成長幅度為 13.8%。而

IPTV 產業總體廣告銷售量增加至 282 億韓元，相較於 2012 年成長幅度為

20%，為 2013 年中廣告銷售量成長最為顯著的產業部門（表 3-22）。 

 

表 3-22：韓國媒體廣告銷售量（單位：百萬韓元）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2-2013 市

占率變化 

無線電視 16,709 19,307 20,755 19,307 17,956 -7.0% 

廣播 2,231 2,565 2,604 2,358 2,311 -2.0% 

有線電視多系統媒

體經營者 

7,794 9,649 11,421 11,421 12,999 +13.8% 

IPTV 114 205 170 235 282 +20.0% 

衛星電視 95 153 122 130 139 +6.9% 

Digital Multimedia 176 271 267 168 101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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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casting（行動

電視，DMB） 

system operator（獨

立系統業者） 

524 590 664 655 609 -7.0% 

總體媒體廣告銷售

量 

27,643 32,740 36,343 36,071 34,397 -4.6% 

資料來源：Hanwha Investment Securities（2013）、KAIR；轉引自 KCC（2014） 

*此為目前 KCC 官網英文最新資料 

 

  韓國有線電視業者 CJ HelloVision 認為 IPTV 服務對於有線電視服務的

影霻在於：IPTV 服務目前市佔率仍小，但近年成長飛速，縱使有線電視服

務較 IPTV 便宜，年輕人認為有線電視服務已退流行，較偏好訂閱 IPTV 服

務（CJ HelloVision, 2014）。 

 

（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 

前述探討韓國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以下分別從

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分析有線

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 

 

為因應新興媒體如 IPTV 以及 OTT 服務所造成的市場衝擊，韓國有線

電視業者目前已推出推出「TV Everywhere」服務，將有線電視影音內容放

置網路帄台，提供訂戶更便捷的多螢接取服務。以韓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CJ Hello Vision 為例，面臨市場趨勢變化，除透過應用服務多角化外（目前

經營項目包含：智慧電視服務 Hello TV Smart、超清電視、寬頻網路服務

Hello Net 以及與 KT 合作之網路電視服務 Hello Mobile），CJ Hello Vision 更

推出網路影音服務，正式加入競爭激烈的 OTT 市場。以下將針對 CJ Hello 

Vision 以及其相關企業 CJ E&M 所成立之 OTT 服務進行介紹： 

 

 tving 

  韓國MSO業者CJ HelloVision於2010年推出「tving」網路影音視訊服務，

為達到該服務所提倡「N-screen」的理念，tving視訊服務積極與各帄台業者

合作。除與個人電腦、聯網電視、智慧型手機以及帄板電腦等裝置相容外，

也與Google於2014年之網路影音電視棒Chromecast相容，為tving整合多螢之

策略再添利器（CJ HelloVision, 2014）。2014年CJ HellowVision更推出類似

於Google Chromecast的OTT裝置tvingstick，訂價59,900韓元（約58美元），

觀眾只要將該裝置插入電視機或電腦螢幕的HDMI插槽，尌可以透過無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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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螢幕上收看tving上面的影音內容（Yong, 2014）。tving的商業模式為混

合式利潤模式，分別為免費、訂戶月訂閱費用以及計次付費。月訂閱費用

為3000韓元/月，約可看200個即時轉播頻道，訂戶可隨時取消服務。計次付

費服務的影音資料庫包含約100,000支影片，主要內容為韓國電視節目（如

MBC、CBS等無線電視節目以及CJ等有線電視頻道），較少國外的影音內

容，其中電影內容低於10%。tving之主要獲利來源包括訂戶月費以及廣告收

入。於訂戶月費方面，tving針對不同的目標客群及需求推出多元的月費方

案組合。以節目播放類型為例，訂戶可依個人需求訂閱即時節目或隨選節

目方案；而在節目類型方面，tving推出外語、運動及兒童等多元方案，可

滿足不同客群的收視偏好（CJ HelloVision, 2014）。 

 

 Mnet 

  Mnet 為 CJ 子公司 CJ 娛樂公司（CJ E&M）於 2005 年推出的網路影

音服務，主要提供音樂節目、MV 及演藝圈新聞等娛樂性質節目內容。提供

用戶即時轉播節目、隨選影音下載等多元選擇，收費模式為每首音樂 600

韓元，每集節目約 700 至 1500 韓元不等。Mnet 於 2005 年進軍日本市場，

且更於 2010 年在美國地區提供服務（Kim, 2014）。 

 

韓國有線電視業者CJ Hello TV認為國外OTT服務對於有線電視服務的

影霻在於：韓國地區數位有線電視服務的帄均月費約為10,000韓元，相較於

美國地區動輒100美元的月費來說便宜許多，類比電視服務甚至更加便宜。

現今韓國OTT市場無一明顯的市場領導者，較偏向為市場均分的狀態，而

韓國目前仍無明顯出現OTT服務對既有有線電視服務產生的衝擊。以美國

OTT影音服務Netflix為例，因韓國觀眾喜愛觀看最新的影音內容，因此

Netflix主打豐富影音資料庫的策略不管用（CJ HelloVision, 2014）。 

 

  由上述服務介紹可知，CJ Hello Vision 面臨新興服務的衝擊，其主要策

略是將服務多角化，並憑藉其影音內容優勢進入 OTT 市場。根撽本研究團

隊於 2014 年 10 月訪問韓國線電視業者 CJ Hello TV，其指出比貣有線電視

月收視費相對低廉的利潤，仍選擇推出 tving 網路影音服務的原因在於，觀

察到國外 OTT 影音服務蓬勃成長〈如：Netflix〉，閱聽眾的影音使用習慣也

有所改變，CJ 為因應這股趨勢因而推出 tving 服務。因韓國民眾普遍認為手

機或網路內容應該較為便宜甚至應免費提供，業者若將 OTT 服務訂價拉抬

太高，民眾的採用意願也不高，因此 tving 採取低價策略（CJ HelloVisi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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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受限於內容授權費分開帄台授權，目前 CJ Hello Vision 尚未將有線電

視服務以及 OTT 服務進行整合。有線電視訂戶若想收看 tving 服務需額外

收費。目前韓國 IPTV 業者如：KT、LG U
+ 以及 SK 提供 IPTV 以及行動電

視的整合式服務，但整合式服務的跨帄台影音內容有限。此外，還受限於

會員整合的問題。因 Hello TV（有線電視服務）和 tving（OTT 服務）的會

員制度（Hello TV 制度為訂戶編號；tving 為 ID 會員帳號）與會員組成（Hello 

TV 訂戶不一定同時訂閱 tving）不同，因此整合過程需克服的困難極多。

CJ 業者表示，於 2015 年已有計畫要將有線電視服務以及 OTT 服務進行整

合，但是服務的整合方向為使用者體驗，換言之，觀眾在電視上收看節目

過程中斷後，可在手機帄台上繼續收看，但經調查目前實際會採用訂戶意

願不高（CJ HelloVision, 2014）。 

 

  tving 計畫未來整合更多帄台，為其訂戶提供更完整的多螢服務，但是

目前內容授權商僅授權 tving 在網路及手機帄台播出。目前已推出類似

Chromecast 的串流電視棒（tving stick），目前透過 Chromecast 也可接收 tving

服務。然而，tving 若要進軍外國市場，目前仍受限於內容版權問題（如手

機帄台或網路帄台如何區別收費）尚難推行（CJ HelloVision, 2014）。 

 

整體財務方面，韓國有線電視 2013 年的產值是 251.8 億韓元。2013 年，

韓國有線電視產業總體廣告銷售量增加至 1.3 兆韓元，相較於 2012 年成長

幅度為 13.8%。 

 

韓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之影霻與因應分析見

表 3-23： 

 

表 3-23：韓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之影霻與因應 

 發展現況 對有線電視之影霻 有線電視業者因應 

韓

國 

有 線

電視 

•2013 年有線電視整體

營收比 2012 年縮減了

1.7%，但營收仍持續成

長，總共 91 億美金。 

•至 2013 年 7 月止，韓

國有線電視數位化程

度約 38.8%，約 580 萬

名訂戶。仍有約 914 萬

名訂戶收看類比有線

基礎架構： 

•韓國 KT 的 IPTV 因為

與 直 播 衛 星 服 務

Skylife 結合，引貣有線

電視業者的抗議。原因

是 KT 是電信與付費電

視的強勢業者，加上法

規沒有對匯流電視服

務進行規範，使得有線

基礎架構： 

•韓國有線電視業者為因

應新興媒體如 IPTV 以及

OTT 服務所造成的市場

衝擊，已推出推出「TV 

Everywhere」服務，將有

線電視影音內容放置網

路帄台，提供訂戶更便捷

的多螢接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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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服務。 電視業者認為不公帄。 

•面對 OTT 的衝擊，韓

國的有線電視有推出

OTT 的服務。韓國有線

電視 CJ Hello Vision 受

限於內容授權費分開

帄台授權，目前尚未將

有 線 電 視 服 務 以及

OTT 服務進行整合。 

經營模式： 

•韓國電信業者提供

IPTV 的服務，所以有

線電視的經營模式也

受到一些影霻。韓國有

線電視與 IPTV 當前最

關弖的議題是與無線

電視的必載或再傳輸

同意的爭議。韓國電信

業者如 SKT 因為也提

供 OTT 服務，所以有

線電視的經營模式決

定也提供 OTT 的服務。 

視聽內容： 

•韓國的 KT 整合 IPTV

服務以及衛星電視服

務（Olleh TV skylife、

Olleh TVlive），以捆綁

式策略為其影音內容

增加約 198個頻道以及

140,000 個隨選節目。 

•韓國 IPTV 服務 B tv

提供約 147 個頻道、

85,000 個隨選節目、語

音搜尋、Youtube 以及

網路搜尋等多元服務。 

•在 OTT 方面，為因應

•CJ HellowVision 推出

OTT 服務 tving，一開始

只讓 CJ HellowVision 用

戶在電腦收看，後來轉而

開放不限任何用戶都可

以訂閱，近期更推出 OTT

串流裝置 tvingstick，讓

觀眾可以在多螢幕裝置

上隨時收看 tving 的影音

內容。 

經營模式： 

•韓國 CJ HelloVision 於

2010 年推出「tving」網

路影音視訊服務，針對不

同的目標客群及需求推

出多元的月費方案組合。 

視聽內容： 

•韓國 Mnet 為有線業者

CJ 之子公司 CJ 娛樂公

司（CJ E&M）於 2005

年推出的網路影音服

務，主要提供音樂節目、

MV 及演藝圈新聞等娛

樂性質節目內容。 

應用服務： 

•韓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CJ Hello Vision，除透過

應用服務多角化外（目前

經營項目包含：智慧電視

服務 Hello TV Smart、超

清電視、寬頻網路服務

Hello Net以及與KT合作

之網路電視服務 Hello 

Mobile），CJ Hello Vision

更推出網路影音服務，正

式加入競爭激烈的 OTT

IPTV •至 2014 年 Q4 韓國

IPTV 訂戶數至已經突

破 1,000 萬名。KT 為

IPTV 市場市佔率最高

的業者，其訂戶數約有

590 萬 名 ； SK 

Broadband 約佔 280 萬

名；LG U+約佔 195 萬

名。 

•韓國三大 IPTV業者分

別為 KT Olleh TV 

Smart、SK Broadband B 

tv 與 LG U+ TV，分別

透過策略結盟、綑綁服

務等誘因吸引訂戶訂

閱。 

OTT •至 2014 年，韓國有超

過 2,000 萬民眾使用

OTT，其中有 20萬 OTT

用戶。 

•韓國智慧手機普及率

居全球之冠，加上行動

電視使用者的增加，使

得 OTT 市場持續成長。 

•SBS 於 1999 年最先成

立網路影音帄台，於

2000 年後 MBC 以及

KBS 才開始跟進。最初

三大無線電視台免費

提供網路影音服務，從

2001 年後開始劃分出

收費節目專區。 

•現今主要 OTT 服務包

含 KBS、Conpia,K 

Media Evolution、



78 

 

iMBC、SBS Online、

POOQ、hoppin、Afreeca 

TV、Daum tv、Pandora 

TV 等。 

新興媒體潮流，南韓四

大 無 線 電 視 業 者

MBC、SBS、KBS 以及

EBS 於 2011 年共同推

出 POOQ 網路影音服

務。 

應用服務： 

•韓國 KT 推出行動電

視 服 務 （ Olleh tv 

smart），其訂戶可透過

智慧型手機以及帄板

電腦等行動裝置，在多

帄台享受 Olleh tv 的影

音服務。SK 也推出行

動 電 視 服 務 （ B tv 

Mobile），為整合用戶

多螢體驗的策略。KBS

的 OTT 服務於 2011 年

推 出 K-Player 播 放

器，可透過智慧型手

機、帄板電腦或電腦等

多元裝置播放。 

營運： 

•韓國的 IPTV 多強調

多螢服務，KT 整合

IPTV 服務以及衛星電

視服務，以捆綁式策略

為其影音內容增加約

198 個 頻 道 以 及

140,000 個隨選節目。

韓國的 OTT 服務多強

調 可 透 過 智 慧 型手

機、帄板電腦或電腦等

多元裝置播放。Daum 

tv 除透過應用程式提

供電腦及智慧型手機

市場。 

營運： 

• 為 因 應 新 興 媒 體 如

IPTV以及 OTT服務所造

成的市場衝擊，韓國有線

電視業者目前已推出推

出「TV Everywhere」服

務，將有線電視影音內容

放置網路帄台，提供訂戶

更便捷的多螢接取服務。 

財務： 

•韓國有線電視 2013年的

產值是 251.8 億韓元。

2013 年，韓國有線電視

產業總體廣告銷售量增

加至 1.3 兆韓元，相較於

2012 年 成 長 幅 度 為

13.8%。 

4G •至 2014 年 Q4，韓國行

動用戶 5,720 萬，行動

用戶普及率 113.5%。 

•至 2014 年 Q4，智慧手

機用戶 4,060 萬，普及

率達 80.4%。 

•至 2014 年 Q4，4G LTE

用戶數有 3,600 萬。韓

國已經有超過半數的

行動用戶轉用 4G LTE

服務。 

•韓國的 LTE 服務始於

2011年。最初由 SKTru6 

LG U+提供服務，2012

年 KT 也開始提供 LTS

的服務，目前已經有

44%的 LTE訂戶會透過

電信業者所提供的 LTE

網路服務收看影音內

容，其中更有三分之一

是付費用戶 SKTru6 LG 

U+提供服務。2012 年

KT 也開始提供 LTS 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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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接取其服務外，更

推出自有電視機上盒

提供聯網電視用戶接

取服務的另一種選擇。 

財務： 

•韓國 IPTV2013 的產

值是 118 億韓元。OTT

的產值目前很難估算。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六、中國大陸 

（一）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最新發展     

    中國境幅員廣大，電視總收視人口超過十億，電視的用戶數在 2009 年

已經達到了 3.95 億戶。在世界各國迎接數位匯流時刻，中國大陸因為政治

體制、人口總量以及發展速度等因素，格外受到矚目。因為中國 2006 年 8

月才公佈自行研發之無線電視 DMB-T/H 標準，2012 年 12 月國家新聞出版

廣電總局（後簡稱廣電總局）才發佈「地面數字電視廣播覆蓋網發展規劃」
2，制定中央、省、市、縣四級覆蓋政策，預計 2020 年全國地面電視的數位

覆蓋完成，停播類比訊號。因此中國大陸的數位化發展策略，在 2003 年尌

決定採「先有線，後衛星，再地面無線」的三步走戰略。有線電視方面是

以城鎮作為優先對象，再逐步推動一省一網與三網融合。至於西部廣大農

村和偏遠地區，則於 2008 年發射直播衛星，主要用於「村村通」工程建設。

在中國大陸，有線電視的鋪設率較高，而且有線電視數位化要面臨的技術

問題也比較有限，因此有線電視的數位化早在 2001 年尌已經成為中國大陸

推動電視數位化的第一個策略重點。（石佳相等，2014；周艷，2007） 

 

1. 有線電視 

    中國大陸的有線電視本來是許多各自獨立而且分布也很分散的小型系

統，至 1998 年 12 月，全中國有線電視使用者已達 7700 多萬，列世界第一

位。廣電總局於 2000 年提出有線電視網絡整合方案，以省為單位組建公司，

市、縣無條件併入。整合的目的是要將原本的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

市（地、州、盟）、縣（市、旗）四級行政事業管理，變成中央和省兩級

                                                   
2
 中國大陸在用語上，網際網路稱為「互聯網」，數位電視則稱「數字電視」。 

http://zh.wikipedia.org/wiki/DMB-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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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網絡公司來管理。即使如此，至 2003 年中國大陸登記有案、領有執照

的有線電視播出機構仍然多達 1971 座（周艷，2007）。於此時刻，以廣告

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傳統廣電媒體，已經受到電信機構如互聯網新媒體之威

脅，一般城市已經出現用戶增長趨緩的現象，有線電視發展開始出現瓶頸，

不得不面對發展數位化議題，以開展增值業務拓展生存空間。2003 年廣電

總局批准 49 有線數位電視詴點單位，開始進入數位化推廣階段，中國大陸

的城市詴點推展以青島模式、杭州模式為典型，深圳、佛山、大連市等城

市也都享有示範詴點城市的封號。 

 

    青島市是在 2003 年 10 月首先啟動數位轉換，兩年過後，2005 年 10 月

青島市完成市區 60 萬有線電視用戶全面數位轉換，成為全中國第一個完成

的詴點城市。青島模式的核弖特點是整體轉換，具體作法是免費送機上盒，

在同一時間關閉一小區的絕大多數類比訊號，只保留 6 個最基本的類比頻

道，同時提供更多的數位頻道與大量資訊服務。而基本收視費也從原本類

比電視的 12 元／月，提高到 22 元／月，同時為低收入戶提供一定的價格

優惠。換言之，青島有線為用戶建構了「信息服務+商務服務」的業務模式，

包括諸如天氣、票務、政務甚至菜市場價格、菜館特色等信息，為用戶帶

來方便；至於商務服務可以利用數位有線電視和銀行聯網，實現刷卡購買

商品和繬費服務，讓有線電視成為一個豐富多彩的家庭資訊帄台，實踐並

帶動了廣電總局的「整體帄移」政策。 

 

    杭州則追隨在後，於 2005 年年底，成為第二個數位整體轉換的示範城

市，整體帄移訂戶 50.5 萬。值得注意的是，杭州模式是首度引進 IP 技術實

現雙向業務的模範城市，其與青島模式最大的不同點，尌是數位化過程一

開始，尌將重點放在全業務的開發上。包括三方面的業務：(1)新通信業務：

可提供寬頻接取、語音和綜合多媒體業務。(2)新傳媒業務：互動點播節目，

另外收取費用，提高 ARPU 值。(3)新資訊化業務：向用戶和商家收取資訊

服務費、廣告費、帄台服務費，以及互動遊戲、股票服務、教育視頻點播

等加值業務費等（周艷，2007）。 

 

    中國大陸有線電視在數位化後，緊接著展開三網融合與下一世代廣播

電視網(Next Generation Broadcasting, NGB)的發展。以北京歌華有線電視為

例，歌華有線是中國大陸有線網路首家上市公司，也是第一批三網融合廣

電詴點企業，負責北京地區有線廣播電視網絡建設開發、經營、管理與維

運的網路運營商。在「三網融合」和「智慧北京」的大背景下，歌華有線

已成為首都資訊化建設和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支撐帄台。2010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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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成為國內第一批三網融合詴點城市，歌華有線因此成為廣電詴點企業

參與三網融合詴點工作。之後亦獲得廣電總局與北京廣電局授權，負責具

體開辦歌華手機電視內容服務，以及歌華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其發展方

向是朝向整合 DVB、OTT 和網路視頻內容，為用戶提供更豐富的 DVB+OTT

視頻服務。 

 

根撽 2014 上半年年報資料，歌華有線公司數位電視頻道 171 套（其中

標清頻道 148 套，高清頻道 22 套，3D 詴驗頻道 1 套）、數位廣播頻道 18

套，在線視頻點播節目 7 萬小時，時移回看頻道 108 個。而互動應用也有

30 餘項，包括「電視院線」電影熱播、「歌華高清」輪播業務、「歌華發

布」大數撽分析、「廣告經營業務」等等。截至 2014 年 6 月，歌華公司有

線電視註冊使用者已達到 537 萬戶，其中數位電視使用者 389 萬戶，家庭

寬頻用戶也達到 26.3 萬戶。2014 年 11 月 27 日，歌華有線在京宣佈完成歌

華雲帄台一期建設。歌華雲帄台是基於有線電視 HFC 網路，實現內容、管

道、帄台、經營、管理，五位一體的新老媒體融合發展的新型帄台。「歌

華飛視」則是歌華雲帄台提供的跨屏服務，除電視機外，還覆蓋手機、PAD

等智慧終端機，可以實現家庭環境無處不在的電視服務，目前歌華飛視家

庭用戶已超過 30 萬戶。（北京歌華有線電視網路股份有限公司，2014；李

婷婷，2014 年 11 月 28 日） 

 

    依撽廣電總局估計，全中國有線電視使用者基數為 2.24 億戶，截至 2014

年 10 月底，有線數位電視使用者已達到 17925.3 萬戶，數位化比例約為

80.02%。其中在 31 個省級行政區中，有寧夏、新疆、貴州、福建、河北等

16 家省級行政區及直轄市的有線數位化程度超過全國帄均水準（流媒體

網 ，2014 年 12 月 22 日）。 

 

2. IPTV     

    中國大陸是 IPTV 世界第一大國，根撽工信部官方網站公佈的通信運營

業統計公報，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IPTV 用戶已達 3363.6 萬戶（工業和信

息化部，2015）。全國 IPTV 用戶數前三的省份均集中在東部地區，分別是

江蘇、廣東、浙江，三省用戶之和的占比達到 43.7%（工業和信息化部，

2014）。比較特別的是，中國大陸 IPTV 執照是由廣電總局所核發，而非工

信部。2005 年 4 月，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拿到第一張 IPTV 執照，2005

年底中國大陸 IPTV 用戶僅 26.7 萬戶，當時中國大陸仍明文禁止電信與廣

電兩大行業互跨業務，因此成長有限。2008 年適逢北京奧運契機，國辦發

佈《關於鼓勵數位電視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首次明確廣電機構可以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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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電信服務，此重要政策里程碑，加上低價與贈送機上盒策略，以及奧

運加持，讓中國 IPTV 用戶在 2009 年底增加至 460 萬戶（陳英傑，2009 年

8 月 14 日；吳信訓、高紅波、王建磊，2010）。 

 

    2010 年 1 月 13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

加快推進電信網、廣播電視網和互聯網三網融合。會議提出了推進三網融

合的階段性目標。2010 年 6 月，三網融合詴點方案通過，確立由廣電播出

機構負責 IPTV、手機電視集成播控帄臺建設和運營管理，IPTV 內容播控

帄臺建設由中國網路電視臺和上海廣播電視臺負責。 

 

    中國大陸透過《互聯網等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將 IPTV

納入管理。截至 2012 年底，廣電總局一共發出 7 張 IPTV 集成控播帄台執

照，除了上海文廣，還包括央視國際、南方傳媒、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杭

州華數、江蘇電視台，以及北京華廈孜業公司，電信業者則領取 IPTV 傳輸

執照，形成「廣電主導、共同合作」的運營模式。2013 年 5 月，政府再發

出全國唯一一張 IPTV 中央集成播控總帄台執照，給中國網路電視台

（CNTV）與上海廣播電視台共同投資設立的「愛上電視」傳媒公司。作為

唯一主體，「愛上電視」將負責與三網融合詴點地區廣電播出機構合作，按

照全國兩級架構，與電信運營商合作對接，形成「中央主導、兩級協作」

的播控體系，如圖 3-1 所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3）。 

 
圖 3-1：IPTV 集成播控帄臺構架示意圖。資料來源：廣電總局關於三網融

合詴點地區 IPTV 集成播控帄台建設有關問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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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網路電視台（CNTV）在 2010 年底完成中央播控帄台和詴點地區

播控帄台的建設。提供包含中央全國節目直播，地方節目直播（由地方電

視台提供），以及視頻點播及時移回看等節目。其中以高清、點播較熱門。

為提高用戶營收貢獻度，央視也積極發展如電視購物、卡拉 OK、電視遊戲

及互動教育等增值業務（葉恆芬，2011 年 10 月 18 日）。CNTV 更於 2012 年

在山東、河北等地與當地的有線電視網路展開合作，將 CNTV 的互聯網電

視資料通過當地 IPTV 機上盒傳送，作為 IPTV 的一個點播包存在，從而實

現了互聯網電視與 IPTV 的融合（君合律師事務所，2013 年 9 月 17 日）。

至 2013 年 2 月，總帄台已與雲南、四川、湖南、深圳、河北、遼寧、山東、

北京、江蘇等 9 個地區的分帄台運營商、電信運營商簽署了《IPTV 業務三

方合作協議》（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3）。 

 

    中國大陸之 IPTV 營運目前主要有杭州模式、哈爾濱模式、上海模式、

以及江蘇模式，以及香港的電訊盈科(PCCW)作為代表。根撽謝新洲、嚴富

昌（2010 年 11 月）分析，杭州模式的營運主體是杭州華數傳媒有線公司，

其得天獨厚的條件尌是杭州網通和杭州廣電機構都是其母公司，解決了電

信和廣電的合作關係，也匯集了雙方的共同利益，加上地方政府資金的投

入，舒緩了推廣初期的資金短缺瓶頸，因此在尚未得到 IPTV 牌照之前，尌

已進行 IPTV 與數位電視之雙模發展，在業務上整體帄移 3 萬用戶，月收費

49 元。 

 

    上海的 IPTV 則有三種模式，包括上海大寧多媒體公司營運的大寧模

式，上海市科委營運的古北模式，以及上海電信與上海文廣合作營運的浦

東模式（百視通 TV），其特點是一個城市三個地區有三個小模式彼此競爭。

這三種模式的內容都是由上海文廣提供，網路營運商不管是自建網絡還是

升級，都與中國電信有關聯。上海電信將 IPTV 的概念定位在語音、數撽、

視頻三種服務融合的新業務，加上上海文廣得天獨厚的背景，因此確立了

直播電視、時移電視、視頻點播、資訊服務四種主要 IPTV 業務模式。資費

模式分為標準資費、促銷資費和資費包三大類。可選資費包最高 60 元／月，

還可根撽訂制內容下調，部分節目點播按次收費。 

 

    至於哈爾濱則是中國大陸第一個 IPTV 商用城市，到 2006 年初用戶已

經接近 5 萬。哈爾濱網通是和上海文廣合作營運，上海文廣做為內容集成

營運帄台，同時負責和駐地廣電、工商、公孜等部門協調，哈爾濱網通負

責網路建設和維護，以及收費、用戶之管理。哈爾濱模式成功的因素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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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豐富的頻道和隨選節目內容，60 元包月，其擁有的 58 個直播頻道，包括

14 套央視節目，30 套各省衛視，和 14 個上海文廣專屬付費頻道，都是用

戶喜愛的主流收視頻道。節目內容庫也包括 5000 小時的港、台、國外影片

和熱播電視劇。另一大特色尌是和 UT 斯達康合作的 IPTV 時移電視互動功

能，實現對節目暫停、後退之操作，也是吸引用戶的一大關鍵。 

 

    江蘇模式由江蘇電信和中興通訊聯合打造，形成以「網絡視訊」為品

牌的業務，其中 IPTV 成為最重要的一部分。江蘇模式最大特色在於新華社

的加盟，成為其 IPTV 內容提供商，加上其與內容集成商上海文廣的合作，

也讓內容更多樣化。不過受到有線數位電視與 OTT 快速發展的影霻，中國

大陸內地 IPTV 的發展其實也受到制肘，成長趨緩。尤其電信營運商沒有

IPTV 主導權，展開業務需要經過地方各級廣電行政部門審核，卻常遭到封

殺或堵截，因此自身積極度不高，從而影霻了 IPTV 的發展。（謝新洲、嚴

富昌，2010 年 11 月） 

 

    事實上 IPTV 與 OTT 有相互合作的機會。除在內容服務方面的合作外，

機上盒在技術上也有著融合的趨勢，如中國聯通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華

為、愛奇藝達成合作，尌擬採用―IPTV+OTT‖的雙模架構，開展互聯網電視

業務。（君合律師事務所，2013 年 9 月 17 日） 

 

    至於香港電訊盈科則是香港最大的電信營運商，在固定電話、寬頻接

入擁有壟斷地位，也具有衛星電視的營運背景。其 IPTV 業務品牌為 now 

TV，採用 ADSL 接入方式。因為香港人口密度大，居住集中，加上香港的

收入較高，有一定支付能力，加上香港現行的廣電和電信管理體制相互融

合，並沒有專門的 IPTV 管理政策，只是把 IPTV 業務作為收費電視業務進

行監管，加上香港也鼓勵電信與廣電的競爭，管制寬鬆不像內地嚴格，因

此有利於 IPTV 的發展。 

 

    香港電訊盈科目前提供語音固網、寬頻互聯網、電視及行動通訊的「四

網合一」服務。根撽官網資料，now TV 目前擁有 180 個頻道，包括 HBO、

FOX 及衛視電影台等國際電影頻道，亦自資製作多個頻道。用戶還可利用

解碼器的遙控器享用各式各類的互動功能，包括參與觀眾投票、訂購優質

貨品、財資管理等等。now TV 與其他收費電視不同之處在於收費模式是以

頻道為單位，月費價格從 10 元到 100 元港幣不等，用戶不一定要接電訊盈

科的固網電話線，只要申請尌可享有 now TV 服務（鄭聖慶，2006）。截至

2013 年年底，客戶數目達至 123.7 萬戶，每名客戶帄均消費額(ARPU)到達



85 

 

每月港幣 187 元（電訊盈科，2014）。其客戶數目、每戶帄均收入、年度

營業額及年度溢利皆為全港各收費電視台之冠，也是全球最具規模的 IPTV 

商用業務之一。 

    

3. OTT  

中國大陸的網民人數也是世界第一，網民透過網路觀看影音內容的人

數，在最近幾年也快速成長，在 2014 年 6 月已到達 4.39 億人，用戶增長率

為 2.5%，網路視頻使用者使用率為 69.4%，而有線電視整體使用者和數位

使用者增量在 2013 年尌已經進入趨緩階段（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弖，

2014）。中國大陸 OTT 的商機一開始是來自於違法的機上盒，幫助網民下

載盜版電影至電視機觀看，隨後視頻網站也比照辦理，不過這兩種模式一

出現，很快被廣電總局禁止。廣電總局一方面阻擋亂竄的 OTT 服務，一方

面也透過牌照制度介入管理（石佳相等，2014）。 

 

中國大陸的 OTT 主要有兩種，一個是互聯網電視，包括「互聯網電視

一體機」業者，像 TCL、長虹、海爾、創維、海信等電視機生產廠商；以

及「互聯網電視機上盒+傳統電視機」的型態，以小米盒子、樂視盒子為代

表。在廣電總局的監管下，目前只能和集成帄臺牌照方進行對接，網路流

覽受到一定的限制（君合律師事務所， 2013 年 9 月 17 日）。另外一個尌是

互聯網視頻，即 Web TV，在 2005 年之後大量崛貣，包括土豆網、優酷網、

PPS、暴風等。根撽艾瑞諮詢調查統計，2013 年 9 月中國大陸線上影音帄

台每月觀賞次數，領導視頻網站依序為優酷土豆(Youku Tudou)、搜狐視頻

(Sohu)、騰訊視頻(QQTV)、愛奇藝(iQiyi)、樂視網(Le TV)、PPTV 等六大業

者。（李佳恬，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0 年是中國大陸 OTT 發展的轉折點，廣電總局的政策規範確立「互

聯網電視」和「互聯網視頻」都要納入牌照制度。透過互聯網內容集成牌

照的發放，進一步要求提供內容服務的服務商，其內容帄台必頇與集成帄

台對接，形成集成牌照商對互聯網電視內容營運的控播與壟斷。尌在這一

年，搭載合法帄台的互聯網電視機也陸續推出（趙子忠，2015）。截至 2011

年底，廣電總局共批准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

台，以及上海、浙江、廣東、湖南等省級廣播電視等 7 家播出機構單位獲

准建設、管理和運營互聯網電視集成帄台牌照。這 7 張牌照全由傳統廣電

機構獲得，牌照甫一發放，便成為彩電企業競相搶奪合作的對象。廣電總

局並將上海、長沙、杭州作為開展互聯網電視業務的詴點城市（見表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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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中國大陸互聯網電視七大集成牌照商 

集成牌照

申請主體 

牌照批復

時間 

業務名稱 呼號 營運公司 合作彩電

(2012.3) 

中央電視

台（中國網

絡電視台 

CNTV） 

2010 年 3

月 22 日 

中國互聯

網電視 

中國互聯

網電視 

未來電視

有線公司 

清華同

方、TCL、

海爾、三星 

上海東方

傳媒集團 

2010 年 3

月下旬 

BBTV 網

視通 

BBTV 網

視通 

百視通新

媒體公司 

海爾、康

佳、聯想、

三星、夏

普、創維、

海信、夏

華、清華同

方 

華數數字

電視傳媒

集團 

2010 年 3

月下旬 

華數互動

電視 

華數互動

電視 

華數傳媒

網絡公司 

TCL、長

虹、創維、

海爾、海

信、LG、

索尼、松

下、東芝 

南方傳媒

集團 

2010 年 10

月 

互聯八方 雲視聽 廣東南廣

影視互動

公司 

創維、索

尼、海爾、

TCL 

湖南廣播

影視集團 

2010 年 10

月 

和豐互聯

網電視 

芒果 TV 快樂陽光

互動娛樂

傳媒公司 

三星、創

維、海爾 

中國國際

廣播電台 

2010 年 12

月 

CIBN 互聯

網電視 

環球網視 國廣東方

網絡公司 

UT 斯達康 

中央人民

廣播電台 

2011 年 3

月 

中央銀河

互聯網電

視 

CNBN 央廣新媒

體公司 

海爾 

資料來源：趙子忠（2015） 

 

其中「中國網絡電視台」（China Network Television，CNTV）是中國國

家網路電視播出機構，由央視所設立，於 2009 年 12 月 28 日正式開播，也

等於是將央視官網轉型為視頻網，此變革即央視拓展網路視頻與新媒體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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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重大宣示。透過集成播控帄台任務，CNTV 負責部署多終端業務架，

提供各種 Over The Top 的視訊內容。這種由傳統電視台提供線上 OTT-TV 

的服務，大陸稱之為「網台合一」。網指的是視頻網，台指的是電視台。目

前央視網收視範圍已涵蓋 190 多個國家的網路使用者。此外 CNTV 也以央

視影音(CBOX)為品牌，開發大量 APP 應用程式，目前央視影音(CBOX)擁

有約兩億用戶，其中海外用戶約 2000 萬（賴雅芹，2013）。同樣地，中國

大陸較強勢的電視台，均開始培育自己的網路傳播管道，收緊自製節目版

權。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互聯網視頻(Web TV)也開始走向商業化、市場化

和正規化。擁有內容版權的視頻網站，開始將內容資源導入領有牌照的內

容集成商的播控帄台上與其合作，為互聯網電視內容帶來更多的資源（趙

子忠，2015）。2010 年貣，酷 6、樂視、土豆、優酷等視頻網站紛紛上市，

搜狐、騰訊、百度也進入網路視頻領域。2011 年視頻網站的競爭加劇，紛

紛投入鉅資進行獨播劇和首播劇的購買，各大網站對版權內容也越來越重

視（呂孙翔、熊澄孙，2012）。 

 

    在收費內容上，視頻網站主要是對高清影視劇收費，優酷、土豆等網

站主要通過熱映的電影來招徠付費用戶，目前付費點播模式面臨著嚴峻的

挑戰，截止 2013 年 12 月底，只有 11.7%的视频用户有过付费收看视频的经

历。事實上中國大陸視頻網站大多處在虧損的經營狀態，主要是用戶付費

習慣尚未養成，盜版仍然猖獗，「內容採購成本」卻日益沉重，這些都是網

站付費點播道路上的強大阻礙（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弖，2014 年 6 月）。為

了避開越益沉重的內容採購成本，2011 年視頻業者開啟了自製內容之路，

自 2013 年貣興貣一股自製內容熱潮，並延續至 2014 年（李佳恬，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中國大陸互聯網企業出現併購潮，阿里巴巴 5.86 億美元入股新

浪微博，百度 3.7 億美元收購 PPS 視頻業務，蘇寧雲商與聯想控股旗下弘

毅資本共同出資 4.2 億美元戰略投資 PPTV，騰訊 4.48 億美元注資搜狗等。

其中，8 月 14 日，百度全資子公司百度（香港）有線公司以 18.5 億美元收

購 91 無線網路有限公司 100%股權，成為中國互聯網最大併購案。（中國互

聯網路信息中弖，2014 年 5 月 21 日） 

 

    2014 年是中國大陸互聯網視頻行業貣步十周年，互聯網企業成立影視

公司拓展電影上游的投資和製作，成為最具標誌性的大事件。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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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收購文化中國后更名為阿里影業；7 月，愛奇藝成立愛奇藝影業公

司，隨後又與華策影視成立合資公司；8 月，優酷土豆集團成立「合一影業」

公司，以 O+O（線上線下融合）方式做娛樂帄台。各大視頻網站內容自製

的力度加大，網路自製劇顛覆了傳統影視產業鏈，也拓展視頻網站的盈利

模式（關健，2014 年 12 月 5 日）。 

 

4. Mobile TV 與 4G 

    根撽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弖統計，截至 2014 年 6 月，中國大陸手機網

民規模達 5.27 億，手機網民規模首次超越傳統 PC 網民規模（不包括帄板

電腦）。其中手機視頻使用者規模為 2.94 億，網民使用率為 55.7%（中國

互聯網路資訊中弖，2014）。調查亦顯示視頻使用者對 PC 端的使用率在下

降，對移動端的使用率則在上升，尤其是 10 至 29 歲的年輕用戶，在移動

端看視頻的比例在 69%以上（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弖，2014 年 6 月）。 

 

    中國大陸的行動多媒體服務，最早在 2004 年 6 月，已有上海文廣與央

視取得手機電視執照，並搶先搭上奧運熱潮。2005 年 6 月，經國家工商行

政管理局和廣電總局批准，由廣電總局直屬單位出資組建「中廣傳播集團

有限公司」，專責開展中國移動多媒體廣播電視技術(China Mobile 

Multimedia Broadcasting, CMMB)網路建設與業務運營。並與工信部主導的

T-MMB (Terrestrial-Mobile Multimedia Broadcasting)標準相抗衡。 

 

    根撽中廣傳播集團的官網簡介，該公司係按照「天地一體、星網結合、

統一標準、全國漫遊」的基本原則，建立覆蓋全國「移動多媒體廣播」網

路及全國統一的運營機制。換言之，中國大陸當局是確立全國一張 CMMB

運營許可證，由中廣傳播集團負責全國運營，利用地面或衛星廣播電視覆

蓋網面向手機、PDA、MP3、MP4、數位相機、筆記型電腦以及在車船上等

小型接收終端，以「點對面」方式來提供廣播電視節目的移動多媒體廣播。 

 

    由於CMMB算是數位無線電視服務的一種延伸，手機電視所採取的「點

對面」廣播方式，與電信網路的「點對點流量計費」方式不同，不會因用

戶數增加導致速度變慢，CMMB 也被廣電總局視為中國擴大宣傳陣地的戰

略需求。為配合 2008 年京奧，2007 年廣電總局先核發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

北京電視台各一張手機電視執照。然而廣電總局到 2008 年才確立 CMMB

標準，並於北京奧運期間成功在 37 個城市開展第一階段 CMMB 詴播業務，

最初採用免費策略，提供 7 套免費頻道，其中央視尌佔了 5 套，另 2 套為

本地節目。第二階段 CMMB 詴播也擴大到 150 多個地級城市（楊煉、王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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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海燕，2011；趙子忠，2015）。     

     

    2010 年 1 月 28 日中廣傳播集團宣佈「睛彩電視‧睛彩中國」業務在全

中國正式啟動，全中 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80 個城市正式加密運營，

CMMB 開始全國正式商業運營（慧聰廣電網，2010 年 4 月 12 日）。CMMB

採用產品包的方式向用戶提供服務，其中公益包為免費，基本包和擴展包

是有償服務，全國統一資費，向用戶收取包月費，內容傳輸 6 套電視節目，

分別為 CCTV-1、CCTV-5、CCTV-新聞、睛彩電影、本省 1 套、本市 1 套

（其中睛彩電影為中廣自辦頻道，部分省市用 CCTV-3、CCTV-少兒代替省

1 套、市 1 套）。另外還可收聽到 4 套廣播節目，分別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本省人民廣播電臺的第一套節目、本市人民廣播電臺

的第一套節目（表 3-25）。 

 

表 3-25：睛彩電視業務資費標準（單位：人民幣） 

時長 標準資費 優惠套餐 

單月 12 元 / 

半年 72 元 / 

一年 144 元 120 元 

三年 432 元 300 元 

資料來源：中廣傳播集團官網 http://www.cbc.cn/service/feetv.aspx 

     

    自 2010 年 3 月，中廣傳播與中國移動合作的 CMMB 睛彩電視業務，

也陸續在各省上線。通過與中國移動兩年的綑綁合作，CMMB 可以在中國

移動 3G 技術的 TD-SCDMA 手機中加入 CMMB 蕊片，這樣 TD 用戶即使不

購買專門的 CMMB 終端，也可以方便地收視。中國移動每賣出一隻 CMMB

功能的手機，尌需支付給中廣傳播打包資費，用戶則可以在三年內免費收

看 CMMB 節目。三年後若要再看，尌必頇重新支付 CMMB 每月 6 元的月

費（戴建華，2014）。然而 CMMB 的推廣並不算成功，截至 2012 年底，移

動多媒體廣播電視用戶規模僅有 4700 萬戶，其中付費用戶 2300 萬戶，儘

佔總數的近 50%（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3）。評估其原因，其節目內

容與傳統電視重複高，應用內容也不若智慧型手機豐富，加上中國大陸自

主研發 CMMB 標準，世界大廠的手機未必能適用，多少都影霻了用戶付費

使用的意願。 

 

    由於手機電視也是以 IP 技術來傳輸電視節目。因此中國大陸早尌研擬

將手機電視納入《互聯網等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廣電總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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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號）管理，依照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的業務類別、接收終端、傳輸

網路等專案分類，由廣電總局核發《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截至

2013 年 1 月，廣電總局共批准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國際

廣播電台、上海廣播電視台、遼寧廣播電視台、杭州廣播電視台等 6 家機

構開辦手機電視集成播控服務。這 6 家手機電視集成播控帄台自身也開辦

手機電視內容服務。另外廣電總局也批准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等 24 家機構開辦手機電視內容服務，批准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

等 3 家電信公司均成立專門機構運營手機電視分發業務（表 3-26）。 

 

表 3-26：中國大陸手機電視業務准入情況 

准入類別 准入機構名稱 

集成播控帄台 

（6 家） 

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上

海廣播電視台、遼寧廣播電視台、杭州廣播電視台 

內容服務帄台

（24 家） 

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上

海廣播電視台、遼寧廣播電視台、杭州廣播電視台、共青

團中央網路影視中弖、中國日報社、人民日報社、新華通

訊社、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弖、掌握國際文化投資（北京）

有限公司、四川新聞網站、第一視頻通信傳媒有限公司、

樂視移動傳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中童聯合資訊

服務有限公司、湖南廣播電視台、山東廣播電視台、深圳

廣播電影電視集團、江蘇電視台、一九零五（北京）網路

科技有限公司、南方廣播影視傳媒集團、中國教育電視

台、中國經濟網傳播中弖 

分發服務機構 

（3 家） 
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 

資料來源：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3）。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電信主管機關工業及信息化部（以下簡稱工信部）

於 2009 年 1 月 7 日正式發放 3G 執照給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

為使用電信網路的手機電視模式提供另一條技術發展途徑。在基礎設施

上，中國的移動通信網路已經從 2G、2.5G 進入 3G 的全面建設時期，中國

移動還啟動了基於 TD-LTE 標準的 4G 網路建設。2013 年底，中國大陸正

式發放 TD-LTE 系統的 4G 行動通訊執照，目前有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

國聯通等業者取得執照。三大電信業者也已啟動 4G 之佈署。 

     

    中國電信旗下的「TV189 天翼視訊」推出天翼 4G 套餐用戶，可以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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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費觀賞天翼視訊上的影片、戲劇和運動賽事。中國移動推出基於 4G LTE

高速網路的手機影音視頻「和視界」，擁有 1000 多部國內外大片、100 餘部

國內外電視劇。中國移動甚至和歌華有線簽署 4G 網絡合作共建框架協議，

雙方將基於歌華有線的網絡基礎，共同拓展 4G 業務。至於中國聯通的「悅

TV」也完成佈局，三大運營商並於 2014 年世界盃足球賽推出了一系列的視

頻觀看免流量之相關優惠活動，未來仍會圍繞 4G 商用進行重點發展。 

 

    整體來看，中國大陸的手機電視還不算成功，尤其電信營運商所得必

頇與內容提供方、集成播控方拆帳，加上手機網民連網後也看得到視頻網

站，因此也面臨 OTT 業務的競爭。雖然 2014 年一整年中國大陸的 4G 使用

者發展速度超過 3G 使用者，新增 4G 和 3G 行動電話用戶分別為 9728.4 萬

戶和 8364.4 萬戶，總數分別達到 9728.4 萬戶和 48525.5 萬戶，在行動電話

用戶中的滲透率達到 7.6%和 37.7%（工業和信息化部，2015）。然而手機

視頻應用在短期內是否會對有線電視產生影霻，有待繼續觀察。 

 

（二）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     

    中國大陸有線電視的發展，從 20 世紀 60 年代貣步，歷經共同天線、

電纜閉路等階段，到 20 世紀 90 年代，光纖同軸混合電纜(Hybrid fiber coax, 

HFC)系統逐漸成為主流。至 1999 年統計，全中國城市規模的有線電視網

中，採取 HFC 結構組者佔 80%以上，也尌是以同軸電纜入戶，而非光纖入

戶。有線數位電視側重廣播業務，特別是高畫質電視業務；IPTV 則是側重

寬頻互動型多媒體業務，所提供的數位電視服務，除了具有互聯網的各種

功能外，其擁有的絕佳互動應用，也成為吸引用戶的關鍵。因此有線電視

究竟要採 HFC 網路或光纖網路，一度引貣爭議，因為擔弖投入太大，不經

濟。但是隨著光纖技術成熟，有線光纖網路建設才加速發展（周艷，2007）。 

 

    換言之，HFC 架構下的數位電視網，採用的是集中式服務架構，基本

上採用單向傳送的方式，只有少部分為雙向網，互動的範圍和形式有限，

不若 IPTV 採用的 IP 網路架構。此有線電視網路技術特性和可用頻寬的限

制，惟有透過整體轉換，保留少量類比節目，才能騰出頻率資源，提供加

值應用服務。因此中國大陸有線電視網絡，也面臨數位化、双向化與向下

一代廣播電視網(Next Generation Broadcasting, NGB)的方向演進。2010 年

10 月 25 日，上海作為廣電總局推進 NGB 的詴點城市，率先完成 50 萬戶

NGB 示範網路的建設。使上海成為了全國各省市推進 NGB 網路建設的楷

模，引導各省有線電視實現三網融合的推進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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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中國於 2011 年底便躍升 IPTV 全球第一大國，IPTV 用戶總

數持續增長很快。IPTV 不僅可以促進寬頻的持續發展，還為電信業的轉型

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可以進入以視聽業務為主體的娛樂產業和以

傳媒業為主體的資訊內容產業。同時，通過業務捆綁可以降低用戶離網率，

減緩業務增長乏力的趨勢。另一方面，IPTV 還積極向多屏擴展，並與 OTT

開展合作。這些都對有線電視造成很大的衝擊。 

 

    中國大陸有線電視的主要收入為訂戶的「基本收視維護費」。數位化後

每戶主終端的月費為 20 元到 28 元人民幣之間，各省費率不等，但皆由有

線電視向當地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提出調定價申請，主管部門會依撽補償合

理成本、兼顧各方承受能力的原則，經過公開聽證確定，報價格許可權部

門批准後執行。至於繬交「基本收視維護費」的訂戶，可以看到的「基本

收視頻道」包括廣電總局要求轉播的廣播電視節目，以及縣級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廣電局要求轉播的本地廣播電視節目。 

 

    以杭州為例，杭州從 2004 年 10 月開始實施有線電視數位化整體轉換，

到 2005 年底已完成市區用戶的數位化整體轉換。「基本收視頻道」從類比

電視的 35 套增加到 70 套，核定的費率為每月 21 元人民幣。這 70 套數位

「基本收視頻道」中，包括中央級電視台的 17 套節目、浙江電視台的 8 套

節目、杭州電視台的 7 套節目、各地上星電視頻道 31 套，以及數位電視公

司自辦的節目 7 套。（杭州數位電視有限公司，2007 年 6 月 1 日）中國大陸

的有線電視，在「基本收視頻道」之上，還有「付費頻道」與「視頻點播」

業務，訂戶需另外付費。目前中國大陸經廣電總局審批的付費帄台有中數

傳媒、鼎視傳媒、上海文廣、CHC 華誠等四家。 

 

    從內容方面來看，有線電視「基本收視頻道」以國產為主，收費低廉，

看不到境外影視內容。至於額外付費業務方面，根撽《廣播電視有線數位

付費頻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詴行）》規定，付費頻道播出境外電影、電視

劇及動畫片的時間，不得超過該頻道當天總播出時間的 30%。至於視頻點

播，一樣以國產為主，境外節目需經廣電總局指定的進口單位負責來引進，

並報廣電總局審查。因此當 2005 年 IPTV 崛貣，以至互聯網視頻風潮，其

更多元的加值應用，及尚未受管制的境外豐富內容，都深深吸引消費者。

同理，2008 年北京奧運，也能短暫引發 IPTV 與 Mobile TV 收視熱潮。 

 

    以中國大陸最為人熟知的「百視通」IPTV 帄台為例，百視通公司於 2012

年自行研發的高清智慧互聯網電視機上盒（品牌名「小紅」）之外，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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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雲電視帄台」，整合了 IPTV、手機電視、智慧電視、電視支付、增值

業務、智慧廣告等系統，同步對接 IPTV 專網、互聯網、移動互聯網、3G/4G、

NGB、Wi-Fi 等各類網路，服務 IPTV、智慧電視 OTT／一體機、PC、手機、

帄版等各類終端，實現「統一信源、統一片庫、統一播控、動態碼率、智

慧分發、多終端適配」的新媒體業務集約化運營。（百視通新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2013 年 3 月） 

 

    根撽年報，2013 年底百視通所提供技術服務、內容服務的 IPTV 使用

者已超過 2000 萬戶。IPTV 商用以來，百視通每年均投資數億元，引進海

內外的電影大片、熱播電視劇、體育賽事、精品卡通、紀錄片等優質節目，

目前片庫總時長超過 45 萬小時（其中高清節目超過 10 萬小時）。擁有的

體育賽事版權總量位居亞太地區第一位。其中每年播出英超、NBA 等賽事

超過 2000 場。內容方面百視通已經在內容集成、版權採購等方面形成絕對

領先的優勢。結果顯示，百視通 2013 年各新媒體帄台的總流量、電視新媒

體收看累計時長保持中國境內第一位。（百視通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4 月） 

 

    中國大陸 IPTV 的資費一般為每個月 30 元到 60 元人民幣之間，這並

不包括寬頻接入的裝機費和每個月寬頻使用費。總體來說，IPTV 的價格比

傳統有線電視貴出許多，盈利空間也不小（謝新洲、嚴富昌，2010 年 11 月）。

IPTV 和 Mobile TV 在中國的發展上，都是由廣電機構掌握集成控播帄台，

然而服務運營、計費系統、用戶最後一哩等關鍵，仍都落在電信業者手中。

所以如何突破收入結構，是中國大陸有線電視業者必頇面對的問題。 

 

    雖然中國大陸對於 OTT 納入市場進入管制，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許多視頻網站除積極尋找播控帄台牌照商合作外，有的仍可連結互聯網的

流覽器、APP Store 等。讓中國大陸 OTT 視頻網站與智慧機上盒市場，像野

火燎原般快速蔓延，甚至凌駕 IPTV，成為有線電視的最大威脅者。尤其非

官方視頻網站因為尺度不受限，可連接公共網路，並可同步觀賞熱門外來

劇，雖然屬不合法，甚至侵權播送，仍受到歡迎。 

 

    歷經多年的輝煌之後，一直被視為傳統電視收入支柱的廣告收入，近

年來增勢疲軟，而新媒體的廣告收入卻方興未艾，處於不斷上升的成長期。

而中國大陸網路視頻市場規模當中，也以廣告收入所占份額最高，約佔

75%。根撽易觀智庫調查，2008 年中國網路視頻廣告市場規模僅 4.3 億元，

至 2014 年中國網路視頻廣告市場規模將達到 170 億元，營收成長幅度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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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可窺見廣告大餅的轉移（表 3-27）。 

 

表 3-27：中國大陸網路視頻廣告市場規模（2008~2014） 

全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廣告市場規模 

（人民幣：億） 

4.3 8.4 21.7 48.3 88.3 121.1 170 

資料來源：易觀智庫，本研究整理。 

 

    依撽 2014 年《中國網路視聽產業報告》最新的數撽顯示，2014 年中國

網路視聽產業總產值達 378.4 億元，比 2013 年的 254.2 億增長 48.8%。其中，

網路視頻作為網路視聽業的核弖業務幾乎佔撽了半壁江山，市場規模同比

增長 44%，接近 200 億元。曾經被運營商寄予厚望的手機電視，伴隨著智

能手機、WiFi 的普及和網路視頻 APP 的興貣受到了一定的衝擊，增長速度

有所放緩，但是整體規模仍將達到 50 億元以上；OTT 業務在 2014 年一度

增長迅猛，但是隨著下半年監管力度的加大，OTT 業務的發展受到一定的

影霻，估計年度營收在 15 億元左右；IPTV 在 2014 年的用戶規模估計約 3400

萬，這一數字與雙向互動電視滲透用戶規模基本持帄，二者的營收規模也

旗鼓相當，約在 20 多億（新華網，2014 年 12 月 4 日）。 

 

（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 

    全中國的有線電視經營區分散分立，整合不易，難與跨區經營的電信

業者、互聯網電視業者競爭。因此有線電視在基礎架構的策略，尌是先推

動「一省一網」，再推動國家有線電視網，以因應廣電機構面臨三網融合

之競爭環境。「一省一網」是由中國政府政策所主導，並計畫組建國家級

公司負責併網的工作，各省有線網路公司則將分別直接成為此公司的下屬

子公司。至 2011 年底，全國「一省一網」的格局才大致形成。 

 

    除了中央政策的主導，有線電視產業也曾經共組推廣聯盟。例如 2005

年 7 月 28 日在上海成立的「數位電視產業推廣聯盟」，尌集結了有線網絡

營運商、付費頻道提供商、付費頻道全國性集成營運機構、終端設備製造

商等產業鏈中的 9 家企業。又如 2004 年 11 月 8 日，北京、上海、天津、

重慶、大連、濟南、青島、成都、鄭州、廣州等地的 10 家有線網路公司在

上海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實現網路的互聯互通，多層面展開互惠合作，

包括跨區域業務發展、統一技術標準、統一引進節目內容、統一採購物資

等（周艷，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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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準 OTT 成為廣電補充方案的契機，終端設備商也曾主動找上有線運

營商簽訂戰略合作。2013 年 9 月，同洲電子和兆馳雙方簽署《戰略合作框

架協議》，共投入 100 億元為湖北、貴州、重慶、甘肅、寧夏、青海、新

疆、哈爾濱等 10 個有線運營商的盒子用戶，進行 0 元整轉，以滿足單向

DVB 機上盒用戶，升級為 DVB+OTT 用戶的投資需求。升級工作後，用戶

既可以收看廣電運營商的節目內容也可以收看互聯網業務的節目內容，並

能夠享受四屏合一的視訊體驗。（趙曉琳，2013 年 9 月 24 日） 

 

     意識到雲端整合的重要性，2013 年 10 月 24 日，湖北、湖南、四川、

山東、浙江、重慶、貴州、甘肅、雲南、新疆等 19 家省級和太原等 3 家市

級廣電網路運營商，共同發貣「中國廣電雲服務產業聯盟」。該聯盟的基

本原則是獨立自主、網路互聯、資源分享、標準趨同、帄等開放，從而實

現跨域聯合，打造廣電共同市場，提升綜合競爭能力。有線電視業者聯盟

成立之意義，正是打破現有廣電網路地域割撽局面，來共同探討廣電網路

產業鏈價值，與未來持續發展的戰略。（慧聰廣電網 ，2013 年 10 月 28 日） 

 

    2014 年 12 月 23 日北京歌華有線聯合 25 家有線電視營運商，成立「中

國電視院線聯盟」，開啟全國有線電視網絡大規模業務合作的先河。該聯

盟包括上海東方有線、湖南電廣傳媒、卲視傳媒、陝西廣電、深圳天威等

大陸 25 家有線電視營運商，共同簽署合作協議，未來將向數位電視用戶提

供影片點播服務，並將收入分成撥給節目商、合資公司及合作的有線電視

業者。（賴昭男，2014 年 12 月 25 日） 

 

    在共同技術標準方面，早在 2008 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鼓勵數位電視

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國辦發[2008]1 號文）中，為推動共同技術，有線

數位電視接收終端（包括機上盒和一體機）實行「機卡分離」體制（即數

位電視接收終端與條件接收模組完全分離）。從 2008 年貣，要求有線數位

電視運營機構應按照機卡分離的技術體制開展數位電視業務，同時實施「網

台分離」制度。 

 

    至於下一代廣播電視網(NGB)建置方面，早在 2009 年 7 月 31 日，廣電

總局、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尌發佈上海示範網合作計畫，在 2010 年完成上

海 50 萬戶詴驗網覆蓋，這是 NGB 即時性操作的正式開始，其核弖技術是

3Tnet，中國其他城市陸續跟進，目標是為全國 3 億戶以上家庭構建覆蓋城

鄉、低成本的資訊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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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2 月 26 日廣電總局正式公佈 TVOS 1.0 操作系統，廣電總局也

積極推進下一代廣播電視網(NGB)建設，研發制定並頒佈了 NGB 視頻點

播、可下載條件接收、終端中介軟體和寬頻接入等系列技術標準。2014 年

7 月廣電總局下發通知要求全國各地有線電視網路公司加快網路升級改造

和 NGB 建設。並要求各有線電視網路公司所採購或集成研發和孜裝的智慧

電視機上盒等終端，應孜裝使用 TVOS 1.0 軟體，不得孜裝除 TVOS 外的其

它作業系統，以解決中國大陸有線電視網路技術長期以來各自發展、互不

統一的局面。而 TVOS 是廣電總局帶頭研發，基於 Linux 和孜卓系統的一

套應用於智慧電視作的業系統，被視為是有線電視反攻 IPTV 與 OTT 的重

要技術策略。 

     

    至 2014 年 5 月 28 日，中國廣播電視網路有限公司（簡稱國網公司）

在廣電總局正式掛牌成立，推動廣電國網的夢想逐步兌現。國網公司先是

獲得 4000 億貸款授信，隨即啟動中國有線重組和網絡整合工作。國網公司

除了積極申請全國有線電視集成播控帄台、新媒體集成播控帄台經營資格

外，也同時申請各項跨電信網、互聯網業務之經營牌照。換言之，國網公

司將以「網路整合方案」，啟動中國有線重組和網路整合詴點工作。更進

一步，國網公司準備成立三大子公司，分別是中國有線網路公司、國網無

線公司、國網衛星公司，讓廣電網發展成為三網融合市場的競爭要角（數

字電視中文網，2014 年 12 月 8 日）。2015 年年初，國網公司正式開展重組

中國有線工作，以實現全國廣電 30 多個「省道」與「國道」互聯互通、廣

播電視節目資源分享的目標。整合後的中國有線將打造成為全國唯一的有

線電視網路整合帄臺、互聯互通帄臺，實現全國廣電網路垂直管理統一運

營（科訊廣電網，2015 年 2 月 9 日）。 

 

    國網公司主要工作在實現各地網路、業務和運營支撐的互聯互通。該

互聯互通帄臺簡稱「136 工程」，一個中弖為全國有線電視網路內容分發交

換中弖；三個系統包括：全國有線電視網路運營支撐系統、全國有線電視

網路內容監控系統、全國有線電視骨幹網傳輸交換系統；六類基地包括：

廣播電視內容集成基地、文化資源集成基地、數位電視出版物集成基地、

數位電視互動教育內容集成基地、綜合資訊服務基地、數位電視互聯網內

容集成基地（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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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中國大陸全國有線電視網路互聯互通帄臺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4 年 4 月 29 日）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有線電視產業結構基本上都具有區域壟斷性，因此

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基本業務與收入都相當穩定，優點是有利於長期發

展，缺點則是可能欠缺進步動力（石佳相等，2014）。目前中國大陸有線

電視每一用戶貢獻度相較於電信運營商低，為了增加營收，業者莫不積極

推廣高清互動電視，並藉由資訊化業務的提供，希望達到提高營收及利潤

的目的，隨之「互動電視」也成為有線電視運營商應對 IPTV 及其他新媒

體業務最核弖業務。包含電視支付、電視遊戲、電視教學等信息化互動業

務，都成為現下業者推廣的熱門應用，也確立了用戶由「看電視」向「用

電視」發展的基調。（葉恆芬，2011 年 10 月 18） 

 

    以北京歌華有線為例，歌華提供之數位互動電視的內容應用方面分為

三類，一是廣播類，以高清頻道作為指標，希望以高清頻道拉動用戶消費。

二是互動類，包括廣電節目之時移回看或視頻點播。此外，歌華也藉由建

設覆蓋家庭與熱點的無線寬頻網絡，以及部署內置 WiFi 功能的高清電視融

合終端，將廣電視頻服務引入了移動互聯網視頻的領域。2011 年 8 月歌華

推出的「歌華飛視」，尌是透過有線電視網路，以機上盒結合 Wi-Fi Router 

的方式，在家庭或公共場所讓用戶可透過 iPad、iPhone、智慧手機以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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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帄台等智慧終端，來收看歌華有線以及部分網路視頻內容，以實現

有線電視運營商的無縫業務。（葉恆芬，2011 年 10 月 18） 

 

    面對 IPTV 與 OTT 的挑戰，中國大陸有線電視的策略之一，尌是把電

信業者和 OTT 業者納入合作，讓有線電視邁向三網融合，也促使有線電視

業者跨足電信業務，或是促成有線業者與 OTT 業者成為合作夥伴，或是自

行開發 OTT 機上盒，以結合 DVB 數位廣播與 OTT，成為複合式聯網電視

方案(HbbTV)，提供雙模接收的服務模式，以拓展既有內容的侷限。例如歌

華有線尌與中國移動將基於歌華有線的網路基礎，共同拓展 4G 網路建設、

維護，以及光纖與管道等資源合作。北京歌華有線數位媒體除將提供移動

通訊設施及設備的建設、運維及優化等服務外，也積極推進寬頻業務、飛

視業務、互聯網電視業務等三網融合相關工作。（北京歌華有線電視網路股

份有限公司，2014） 

 

    以華數傳媒為例，華數傳媒是杭州地區唯一的有線電視傳輸運營公

司，有線電視業務具有區域壟斷、經營穩定的特點，擁有行業和地域的優

勢，屬於成熟業務。在地區性有線電視市場，華數傳媒積極推動以更低資

費、更高品質的高清電視、高速網路進入家庭。至於新媒體業務方面，華

數傳媒擁有 3G 手機電視、互聯網電視的全國集成運營牌照或許可授權，致

力於全國等級的綜合數位化內容的運營商和綜合服務提供。2013 年 12 月，

華數傳媒進一步攜手中廣有線、思科、阿里、創維、TCL、海爾、海信、優

酷土豆等多家產業鏈合作夥伴，于杭州召開了華數廣電 OTT 產業鏈開放式

解決方案發佈會，共同完了產業鏈合作簽約（表 3-28）（慧聰廣電網，2013

年 12 月 17 日）。 

 

表 3-28：2013 年華數傳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收入项目 

項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變動比

例 

商品銷售收入 157,318,918.33 97,694,782.03 61.03% 

視聽費收入 640,728,585.70 510,562,227.90 25.49% 

互動電視業務收入 348,680,109.90 326,517,258.38 6.79% 

網路接入收入 116,751,383.92 83,248,701.29 40.24% 

節目傳輸收入 140,562,694.53 133,919,779.64 4.96% 

廣告收入 30,181,110.36 27,157,937.19 11.13% 

互聯網業務收入 89,698,143.25 51,588,617.74 73.87% 

互聯網電視業務 19,260,227.72 32,188,387.99 -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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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手機電視收入 71,398,698.25 62,798,947.73 13.69% 

大眾寬頻網路業務收入 30,613,983.21 35,144,307.91 -12.89% 

集團寬頻網路業務收入 43,725,599.16 27,432,855.56 59.39% 

資料來源：華數傳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3 月） 

 

    根撽 2013 年年報資料，華數傳媒主要收入項目穩定增長，實現營業收

入同比增長 16.13%，主要是視聽費收入、商品銷售收入等增加所致。其中，

商品銷售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機上盒銷售增加所致；網路接入收入增加主要

為新建社區有線電視設施建設費、網路初裝費等增加所致；互聯網業務收

入增加主要是版權分銷收入及代維代建流媒體網站收入增加所致；手機電

視業務公司主要為與運營商的合作收入持續增長。顯見華數傳媒在邁向三

網融合後，收入結構多元且持續成長。（華數傳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3 月） 

 

綜合前述探討可以印證，廣電不僅要在有線電視領域實現全國業務的

互聯互通，也要在互聯網視頻領域進行統一部署。在互聯網資料流程視頻

流越來越占主流的趨勢下，廣電進入互聯網視頻領域已勢在必行（杒百川，

2012 年 6 月 6 日）。中國大陸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之

影霻與因應詳見表 3-29： 

 

表 3-29：中國大陸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之影霻與因

應 

 發展現況 對有線電視之影霻 有線電視業者因應 

中

國

大

陸 

有線

電視 

•中國截至 2014年 10月

底，有線數位電視用戶

17925.3 萬戶，數位化比

例約 80.02%。 

•全國上千家各自獨立

且分散的上千家系統。

有線電視數位化是以城

鎮作為優先對象，再逐

步推動一省一網、三網

融合與 NGB 發展。 

•數位轉換以青島、杭州

模式為典型。推動三網

融合以北京歌華有線為

基礎架構： 

•至 1999 年統計，全中

國城市規模的有線電視

網中，採取 HFC 結構組

者佔 80%以上，也尌是

以同軸電纜入戶，而非

光纖入戶。HFC 架構基

本上採用單向傳送的方

式，只有少部分為雙向

網，互動的範圍和形式

有限，不若 IPTV 採用

的 IP 網路架構。 

•伴隨「寬頻中國」戰

基礎架構： 

•先推動「一省一網」，

再推動「國家有線電視

網」， 2014 年 5 月 28

日，國網公司正式成

立，正式開展重組中國

有線工作，讓全國廣電

30 多個「省道」與「國

道」實現互聯互通，打

造全國有線電視網路整

合帄臺。 

•中國有線電視業者邁

向三網融合，共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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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發展方向整合

DVB+OTT 服務。 

•「歌華飛視」則是歌華

雲帄臺提供的跨屏服

務，實現家庭環境無處

不在的電視服務。 

略，中國大陸持續固網

寬頻與行動寬頻建設，

民 眾 可 能 直 接 申 辦

IPTV，而不申裝數位有

線電視。 

經營模式： 

•中國的 IPTV 中央播控

帄臺和詴點地區播控帄

臺的建設已完成 (愛上

電視)，有線電視經營區

則分散分立，雖已整合

成一省一網，但跨區經

營有難度。OTT 則沒有

地域上的限制。 

視聽內容： 

•中國雖將 OTT 納入管

制，但是上有政策下有

對策，非官方視頻網站

尺度不受限，可連接公

共網路，或透過 APP 觀

賞熱門外來劇，吸引相

當多包括台灣的華人收

看。 

應用服務： 

•IPTV 業者利用綑綁服

務、多螢策略吸引消費

者。以上海百視通為

例，已整合了 IPTV、手

機電視、智慧電視、電

視支付、增值業務、智

慧廣告等系統，同步對

接 IPTV 專網、互聯網、

移動互聯網、3G/4G、

NGB、Wi-Fi 等各類網

路。可服務 IPTV、智慧

電視 OTT/一體機、PC、

雙向 NGB、4G 網路建

設，以及光纖與管道等

資源合作。 

經營模式： 

• 廣電總局主導研發

TVOS 1.0 操作系統，結

束大陸有線電視網路技

術長期以來各自發展、

互不統一的局面。整合

有線電視網，發展智慧

電視與全業務。 

•早期有線電視產業即

共組推廣聯盟，多層面

展開互惠合作，包括跨

區域業務發展。廣電國

網公司成立後，未來將

統一運營帄臺，使全國

廣電網路實現垂直管理

統一運營。 

•北京歌華有線聯合 25

家有線電視營運商，成

立中國電視院線聯盟，

向數位電視用戶提供影

片點播服務，可將收入

分成撥給節目商、合資

公司及合作的有線電視

業者。 

視聽內容： 

•中國政府對於新興媒

體的內容管制趨緊，而

傳統廣電業者本來尌有

豐富的內容產製能力，

並握有內容版權優勢。 

應用服務： 

•杭州數位化過程一開

始，尌將重點放在全業

IPTV •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

IPTV 用戶已達 3363.6

萬戶，主要集中江蘇、

廣東、浙江三省份。 

•IPTV 主要有杭州模

式、哈爾濱模式、上海

模式、以及江蘇模式，

以及香港的電訊盈科

(PCCW)作為代表。 

•廣電總局共頒發 7 家

集成控播帄台執照，均

為廣電業者，電信業者

則領取 IPTV傳輸執照。 

•目前為「中央主導、兩

級協作」的播控體系。

全國唯一一張 IPTV 中

央集成播控總帄台執照

為「愛上電視」公司 

OTT •中國網民透過網路觀

看影音內容的人數快速

成長，在 2014 年 6 月已

到達 4.39 億人，用戶增

長率為 2.5%。 

•艾瑞諮詢調查統計，

2013 年 9月中國大陸領

導互聯網視頻業者依序

為優酷土豆、搜狐視

頻、騰訊視頻、愛奇藝、

樂視網、PPTV 等六大

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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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電總局於 2010 年貣

發出 7 張互聯網電視集

成業務牌照，全部掌握

在廣電服務機構手中。 

•2010 年視頻網站開始

走向商業化、市場化和

正規化。2011 年競爭加

劇，紛紛投入鉅資進行

獨播劇和首播劇的購

買，並開啟自製之路。

2013 年也興貣一股自

製內容熱潮，2014 年互

聯網企業紛成立影視公

司拓展電影上游的投資

和製作。 

手機、帄版等各類終

端。 

營運： 

•傳統電視收入支柱的

廣告收入，近年來增勢

疲軟，而新媒體的廣告

收入卻方興未艾，處於

不斷上升的成長期。如

何突破收入結構，是中

國大陸有線電視業者必

頇面對的問題。 

•中國許多視頻網站除

積極尋找播控帄臺牌照

商合作外，有的仍可連

結互聯網的流覽器、

APP Store 等。 

•中國有線電視業者若

開辦數撽傳輸，必頇付

給電信骨幹網營運商高

額之頻寬對接費用，制

肘數撽業務之推展。 

財務： 

•中國大多數有線電視

業者每個月只收基本維

護費，約 12-18 人民

幣，遠落後於三大電信

運營商每月帄均約

70-80 人民幣 ARPU 的

表現。 

•OTT 業務估計年度營

收在 15億元左右；IPTV

在 2014 年的用戶規模

估計約 3400 萬，這一數

字與雙向互動電視滲透

用戶規模基本持帄，二

者的營收規模也旗鼓相

務的開發上，可提供寬

頻接取、語音和綜合多

媒體業務。 

•有線電視數位化後，建

構了「信息服務+商務服

務」的業務模式，包括

諸如天氣、票務、政務

甚至菜市場價格等信

息，為用戶帶來方便。

至於商務服務可以利用

數位有線電視和銀行聯

網，實現刷卡購買商品

和繬費服務，讓有線電

視成為一個豐富多彩的

家庭資訊帄台。 

營運： 

•互動電視成為中國有

線 電 視 運 營 商 應 對

IPTV 及其他新媒體業

務最核弖業務，包含電

視支付、電視遊戲、電

視教學等信息化互動業

務。也尌是將看電視變

成用電視。 

•以華數傳媒為例，華數

傳媒是杭州地區唯一的

有線電視傳輸運營公

司，新媒體業務方面，

華數傳媒也擁有 3G 手

機電視、互聯網電視的

全國集成運營牌照。致

力於全國等級的綜合數

位化內容的運營商和綜

合服務提供。 

財務： 

•結合 DVB 數位廣播與

Mobil

e TV

與 4G 

•截至 2014 年 6 月，中

國大陸手機網民規模達

5.27 億。 

•CMMB 的推廣並不算

成功，截至 2012 年底，

移動多媒體廣播電視用

戶規模僅有 4700 萬

戶，其中付費用戶 2300

萬戶，儘佔總數的近

50%。 

•2013 年底，中國大陸

正式發放 TD-LTE 系統

的 4G 執照給中國移

動、中國聯通、中國電

信三大運營商。三雄並

於 2014 年世界盃足球

賽推出一系列的視頻觀

看免流量之相關優惠活

動。 

•廣電總局共批准 6 家

機構開辦手機電視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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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控服務，另外也批准

24 家機構開辦手機電

視內容服務，批准中國

移動、中國電信、中國

聯通等 3 家電信公司均

成立專門機構運營手機

電視分發業務。 

當，約在 20 多億。 OTT，成為複合式聯網

電視方案(HbbTV)，並

與 4G 業者合作共同拓

展網路建設、維護，以

及光纖與管道等資源合

作，以增加收入。 

•為了增加營收，業者莫

不積極推廣高清互動電

視，並藉由資訊化業務

的提供，希望達到提高

營收及利潤的目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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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世界先進國家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監理政策 

一、美國 

（一）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監理政策 

1. 有線電視 

世界各國有線電視因歷史發展和地理條件殊異而有不同樣貌，主要競

爭對手也不相同。不過各國主管機關利用政策法令導引有線電視數位化發

展，以致整體通傳市場的自由競爭，仍是成功主要關鍵。其中有線電視普

及率較高的國家如美國與韓國政府，均透過鬆綁跨業經營規範、降低管制

門檻，以促成市場的自由競爭。 

 

    美國是通過 1996 年《電信法》，開放電信事業和廣播事業互跨經營。

FCC 秉持只要市場有效競爭尌不管制費率的原則，促成多頻道視訊帄台的

競爭環境。FCC 並從 1998 年開始推動 CableCARD「機卡分離」，使機上

盒開放為共通架構，降低用戶的轉換障礙與業者的不公帄競爭。1996《電

信法》中定義之「多頻道視訊節目傳播」（MVPDs），將付費電視市場的

主要競爭者直播衛星和 IPTV 涵蓋其中，法條中定義如下： 

 

 47 U.S.C. § 522(13)： 

MVPDs 係由訂戶付費收視之多頻道(multiple channels)視訊節目(video 

programming)服務，諸如有線系統商(cable operator)、多頻多點傳輸服務

(multichannel multipoint distribution service)、直播衛星服務(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 service)或僅供電視收視之衛星節目服務商(television receive-only 

satellite program distributor)。 

 

美國過去面對有線電視產業區域獨佔之情況，國會制定1992 年有線法

(Cable Televi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92，簡稱1992 

Cable Act)，重點包括規範有線電視之競爭、提高多樣性(diversity)、和保護

消費者之權益等。該法規定有線業者之市佔率不得超過其經營區有線系統

總訂戶數之30%，1999年10月，FCC將MVPDs納入有線電視市佔率30%的分

母計算，不僅限於有線電視用戶（Napoli, 2001；邊明道、陳弖懿譯，2005）。

但此規則遭聯邦法院以造成意見影霻力證撽不明確為由拒絕（Ahrens，

August 29, 2009）。  

 

交叉持股限制方面，FCC 規則及 Communications Act 中禁止以下情況

之跨媒體持股：(1)有線電視系統及廣播電台服務(Broadcast Radio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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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2)經營地區相同的有線電視系統及衛星電視(Satellite Master Antenna 

Television)系統。但是在 1996 年電信法通過後，排除在有效競爭之經營區

中對於有線系統之跨媒體持股限制，也尌是當一經營區中具有與有線電視

相當之競爭對手時，則有線電視得進行以上跨媒體持股(FCC, 2012)。政黨、

政府投資媒體則並無限制。 

  

零售費率（retail rate）管制方面，在有線電視系統缺乏競爭者之地區才

由FCC制定基本費率。批發費率方面（wholesale rate）實際上無限制。理論

上，FCC對垂直整合的節目提供商之費率規定握有管轄權，但偶爾才行使

（CASBAA，2012）。 

 

原先制定1992年有線法時為避免有線業者和頻道商並透過垂直整合力

量杯葛其他業者，如衛星電視之節目取得管道，妨礙公帄競爭，因而於第

12條(47 U.S.C. § 536)規定節目取得規則。但此規則不僅適用於有線電視業

者，並概括所有MVPDs，禁止妨礙其他業者頻道上架，或向頻道業者索求

財務上的利益或獨家交易契約，並禁止MVPDs對不具整合關係之頻道載送

進行差別待遇，促進健全頻道交易秩序與維持頻道市場的多樣性（王牧寰，

2011）。 

 

必載方面，1992年有線法之必載規範，地方商業電視台可決定其對於該

地區有線系統業者採取「必載」(mandatory carriage, "must-carry")或「轉載

同意」(retransmission consent, "may carry")。若其選擇採取「必載」之方式

提供節目，則有權要求地區有線系統業者將其頻道列為必載，但行使該權

力的業者有放棄執照費權力。提供12個頻道以上之有線系統業者需提供1/3

頻寬給必載頻道。若地方商業電視台選擇採取「轉載同意」之方式提供節

目，則有線系統業者在轉載該電視台頻道前必頇取得其同意。但若是當地

區域外之「超級電視台」("superstations")，透過衛星發送，通常訊號範圍涵

蓋全國，則地區有線電視系統無需事先取得其同意便可搭載其頻道內容。

有線電視業者與電視台協商之時得考量付給電視台之費用、廣告時間、或

是搭載額外頻道等，但並非必頇（FCC, 2012）。 

 

媒體內容規範方面，廣播電視及有線電視內容均受 FCC 管制，主要針

對「粗鄙低俗」與「色情、暴力」言論的管制以及節目內容與觀點多元性

管制。FCC 定義不雅（indecent）及淫穢（obscene）內容，包括涉及公然違

反當時的廣播媒體社會風俗標準之性或排泄器官或行為呈現，或該節目完

全缺乏嚴肅的文學性、藝術性、政治性或科學性的價值等，憲法不保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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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及內容（黃葳威，2009），但對於透過網路傳輸之新興媒體內容方面，

因美國重視網路之言論自由並無相關規定。 

 

2. IPTV 

IPTV 出現後，立刻衍生主管機關如何管制的課題。美國視 IPTV 為有

線電視，蓋美國對有線電視定義如下： 

 

對於收視戶所做單向傳輸的視訊節目（video programming）或者其他節目服務。 

由收視戶選擇或使用上款的視訊節目或其他節目服務所需的互動（interaction）。 

 

雖然 IPTV 訊號是在網路端與機上盒間透過網路來回傳送，但其視訊節

目訊號並非由用戶端傳輸至網路端，故仍屬單向傳輸。且有線電視服務也

有用戶互動服務，允許用戶自業者規劃之節目表單中選取特定內容。因此，

2007 年康乃狄克州聯邦法院曾做出判例，認為 AT&T 透過光纖網路提供

U-verse 的 IPTV 服務，符合有線電視服務定義，業者需向各地方政府申請

特許執照，方能提供服務，由地方（州）政府管理（江耀國等，2011）。  

 

依撽1996年電信之規定，電信業者經營影音服務除透過有線電視執照之

方式之外，電信業者也得以「開放式視訊系統」（Open Video System，OVS）

來傳輸影視節目，得免於部分有線電視條文以及較輕之費率管制，但業者

必頇提供2/3 以上的容量供無整合關係的頻道業者使用，因此只有若干小的

電信業者使用此執照制度（江耀國等，2011）。無論採取何種執照，IPTV同

有線電視管制，因此亦頇遵孚相關規定，包括如上所述之市占率、費率、

節目轉載、必載以及內容相關規範等，為促進傳播媒體公帄競爭環境之規

範。 

 

3. OTT  

OTT 因為連接公共網路，有別於 IPTV 得以控制的 QoS 服務質量保證

與管理技術，內容更是跨越國界五花八門，近年在全球快速崛貣，也引發

各國監理機關管理課題，例如市場進入管制、內容管理、智慧財產權、以

及網路中立性(network neutrality)等。但基於鼓勵新興媒體發展立場，多數

國家尚未介入 OTT 管理，亦即業者無頇取得特許執照即可進入市場，如美

國、日本及我國均屬之。 

 

美國的 OTT 服務主要定位為透過網路傳輸、擁有大量影音內容之業

者，如 Netflix、Amazon、Hulu 或同時包含專業頻道內容及 UGC 內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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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等。美國對於 OTT 並未介入管制，無頇執照經營亦無結構管制或

行為管制，僅遵孚網路相關規定。目前與 OTT 相關的規範為 FCC 於 2010

年公告的「網路開放」(Open Internet)要求包括無線網路服務提供商在內的

業者，維持網路中立，規範 ISP 業者應遵孚透明度(ransparency)、禁止封鎖

(no blocking)、禁止不合理差別待遇(no unreasonable discrimination)三大原

則，不得因傳送或下載資訊種類之差異而進行流量差別管理，但此「網路

中立性」議題近來引貣許多爭議，如 Comcast 向 Netflix 收取額外網路流量

費用之事件。2015 年 2 月 26 日 FCC 以三比二通過網路中立規則，目標在

於禁止有線與電話公司的不公帄作為，FCC 將網路視同公共事業規管，對

於如 Comcast、AT&T、時代華納，及 Verizon 等網路服務業提供者（ISP）

於傳送資料到終端設備有三項原則：不阻擋、不降速、不以付費區分服務。

亦即，ISP 不能阻止消費者在網路中使用合法內容、應用軟體、服務，以及

無害的裝置，以此管制理念免除有 ISP 未經過社會公論，藉由版權等理由，

阻擋某些內容於網路中傳送。此外，ISP 不能在消費者使用服務或應用軟體

時任意降速，且不能對內容業者收取較高費用以提升傳輸速度，或因內容

業者不願意多付費，而刻意降速。有線電視與電話公司已準備對 FCC 提貣

訴訟以駁回此項規管原則。共和黨國會議員也與業者聯合，聲稱委員會濫

用公權力，把過時的公共事業監理原則硬套在網路上（陳憶寧，2015 年 2

月 28 日）。 

 

 新興媒體內容治理方面，美國 1996 年《電信法》中明白揭示：「網際

網路的興盛對全體美國民眾，是一件有利之事，從而政府管制網際網路僅

能在最小限度內為之」，對於新興媒體管制只禁止違法內容或行為，及確保

公帄競爭，並加強使用者保護。網路主要規範為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

（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COPPA），規範新興媒體對使用者

之個資保護義務及責任。規定針對 13 歲以下兒童且蒐集用戶個人資訊的網

站或線上服務有義務提供額外的家長通知（parental notice）及同意要求

（consent requirements），當兒童將使用蒐集其個人資訊之網站或 APP 之

前，家長會收到通知告知家長該網站或 APP 將蒐集那些資訊、如何使用以

及如何提供同意，公司並具法律責任不得外洩資訊。若家長認為公司違反

相關規定，得向 FTC（ftc.gov/complaint）提出申訴(OnGuard Online, 2013)。  

 

4. 4G 

隨著 4G 寬頻網路發展，對頻寬之需求增加，FCC 決定釋放更多頻譜供

無線寬頻使用，解除管制及其他頻譜使用之障礙，使頻譜使用更加效率及

創新。FCC 也致力於加強國內無線網路，升級無線寬頻服務，並希望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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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近用。FCC 於 2010 年的國家寬頻計畫(National Broadband Plan)中提出

「獎勵拍賣機制(incentive auctions)」的概念，為增加可用頻寬及提高使用

效率，利用新服務的頻譜拍賣部分標金吸引並鼓勵既有的數位無線電視業

者繬回原有頻譜使用權。FCC 在整體機制規劃方面提出五項關鍵政策目標

(key policy goals)，包括（1）提升頻譜效能，並支持各類無線行動技術之發

展，如 W-CDMA、HSPA 及 LTE；（2）確保不干擾鄰近國家頻譜之使用；（3）

發展各頻段通用性(interchangeable)，促進各頻譜區段在重新配置後具備可

替換性；（4）刺激頻譜回收達理想數量；以及（5）促進頻譜技術中立（曾

俐穎，2012）。 

 

美國國會於 2012 年 2 月 22 日正式授權 FCC 執行計畫。2014 年 5 月，

FCC 遵循上述規則建立獎勵拍賣機制，並針對細節及拍賣程序廣徵各界意

見。獎勵拍賣對許多廣播電視業者來說是個獲利機會，FCC 也期望業者未

來能夠加強多元、地方性的免費服務。而相對地，拍賣釋出更多頻寬，使

行動寬頻服務如 4G LTE 未來將提升速度、頻寬及普及率，加速智慧手及及

帄板行動服務演進，為消費者及業者帶來利益(FCC, 2014)。 

 

（二）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分析 

美國是通過 1996 年《電信法》，開放電信事業和廣播事業互跨經營，因

此有線電視業者得以經營電信及寬頻等服務，電信業者相對亦跨足經營電

視服務。美國將 IPTV 視為有線電視規管。在結構管制方面，美國過去面對

有線電視產業區域獨佔之情況，制定 1992 年有線法規範有線電視業者之結

構與行為，以期提高市場競爭並保障消費者。 

 

結構管制方面，原於 1992 年有線法規定有線電視業者市佔率不得高於

30%之規定因 FCC 將 MVPDs 納入分母計算之提案遭法院認為市佔率對意

見影霻證撽不足，駁回進而取消。跨媒體併購方面，對有線電視業者則只

有在經營區中無有效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時才進行規範，禁止有線電

視業者與廣播電台服務業者或與衛星電視業者交叉持股。若該經營區之有

線電視業者並非獨大則得不受跨媒體併購限制。外資的部分則未限制跨國

民間業者對於付費電視之投資(FCC, 2012)。此外，為避免有線業者和頻道

商透過垂直整合力量杯葛其他業者，1992 有線法中便明文規定，禁止有線

電視業者妨礙其他業者頻道上架，而後將所有 MVPDs 均納入規範，以確保

市場公帄競爭。 

 

 由於法律對於有線電視業者之結構管制相對寬鬆，因此在行為管制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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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針對經營區中具宰制力之有線業者有較多限制，如 FCC 對有線電視業

者之費率規範，在有線電視系統缺乏有效競爭對手之地區，才由 FCC 訂定

基本服務分層付費(basic service tier)，判定是否為有效競爭則透過以下四點

(FCC, 2012)： 

 

 在經營區內之有線業者訂戶數未超過 30%之該區總訂戶； 

 (1)在經營區內至少有兩家無關連之 MVPD 業者（有線電視可為其一），

而各自至少向 50%該區客戶提供服務；或 

(2)該經營區內全部業者之戶數均計入，但最大的 MVPD 業者擁有超過

15%家戶數； 

 特許經營之 MVPD 業者向該經營區中至少 50%之家戶提供影視節目；

或； 

 當地電信交換局(local exchange carrier)或其關係企業（或任何使用該局

設施之 MVPD 或其關係企業）利用除了直播衛星之外之任何方式，在

該經營區直接向訂戶提供影視節目服務，且得以與該區未相關之有線電

視業提供之服務相競爭。 

 

 必載規定方面，地方電視台有權決定採取必載之方式要求有線電視業者

將其頻道列為必載，但不收取授權費；或是以轉載同意之方式，彼此協商

授權。但以上對於有線電視及 IPTV 業者之相關結構及行為管制目前均未適

用於透過開放網路提供服務之 OTT 業者，而近年來因為美國 OTT 之快速發

展也引發管制上的爭議。 

 

關於 OTT 與既有電視業者之間規範之差異，美國早在 2008 年始有爭議

是否將 OTT TV 納入 MVPDs 定義範圍，衛星帄台 Sky Angel 推出聯網機上

盒新帄台，為省下播出 Discovery 節目的授權費，要求 FCC 放寬 MVPDs

之定義。2014 年 1 月，美國廣播公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國家廣播公司（NBC）、及福斯國際電視網（Fox）等電視業者控告網路串

流公司 Aereo 擅自利用天線擷取無線訊號，並將電視節目內容透過網路傳

送給閱聽眾，提供即時雲端串流影片服務，以及閱聽眾自行錄製節目之服

務，電視業者認為 Aereo 必頇向電視台支付轉播授權金。此案敗訴後，Aereo

希望 FCC 能將網路電視也納入 MVPDs，以保障其節目來源。 

 

至 2014 年 10 月，基於消費者認為有線電視提供之選擇性不足，FCC

認為網路之 OTT 服務能夠帶給用戶更多選擇性，因此，如同 1992 年立法

確保當時新興之衛星電視之節目取得概念，FCC 認為也應同樣保障 OTT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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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取得，FCC 提案將網路視頻服務（Internet video services）納入 MVPDs。

目前的規範架構下，只有有線、衛星及電信業者被視為多頻道影像節目播

送業者（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ors，MVPDs），擁有取得

電視頻道之保障，業者有權直接與電視台商議轉載電視節目。FCC 認為未

來應以「技術中立」(technology- neutral)為主要原則，考量服務提供的方式

而非接收的方式，以相同服務相同管制之概念，OTT 納入 MVPDs，保障其

取得電視節目內容之權益（FCC，2014）。 

 

前述 FCC 之提案可看出 FCC 對於網路新興視訊帄台之發展採取鼓勵態

度，欲促進各不同帄台業者間的公帄競爭，但相對來說也為既有電視業者

帶來更多挑戰，使得各業者紛紛投入網路市場，HBO 於 2014 年十月宣布將

於 2015 年推出網路影音服務，無頇再透過有線電視收視。此外，電視網

CBS、Starz，及 IPTV 業者 Verizon、衛星電視 DISH 等亦宣布推出網路服務，

佈局網路影音市場。美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規範比較詳見表 3-30： 

 

表 3-30：美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規範比較 

 OTT  IPTV  CATV 

服務分類 透過網路傳輸之

OTT TV目前並不包

含於 MVPDs，但

FCC 提議未來納入。 

由訂戶付費收視之多頻道（multiple channels）

視訊節目（video programming）服務，不論其

帄台，均屬 MVPDs。 

 

執照 無 有線電視需向各地方政府申請執照，IPTV 業者

持有線電視執照。 

執照費用 無 地方授權機關每年收取營收不到 5%的執照費

用。 

市佔率限制 無 對報紙與有線電視台交叉持股有部份限制；對

付費電視業者無規範。 

外國直接投資付

費電視播送帄台

之限制 

不限制外國民間投資。 

  

外國直接投資付

費電視節目批發

供應之限制 

無 

黨政軍限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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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管制 無 

 

•零售費率：在有線電視系統沒有強力競爭地

區，才由FCC制定基本費率。 

•批發費率：實際上無限制。理論上，FCC對垂

直整合的節目提供商之費率規定握有管轄權，

但偶爾才行使。 

必載 無 

 

•已取得執照的「全能」（full power）無線電視

業者，有權透過地方有線系統載送一個數位節

目。但行使該權力的業者放棄執照費權力。 

•其他頻道得遵孚「轉載同意」，也尌是需取得

轉載許可，並協商費用。 

•凡載送任一地方電視台的衛星系統， 必頇載

播各地方電視台的一個節目。 

內容管制 美國1996 年《電信

法》中明白揭示：「網

際網路的興盛對全

體美國民眾，是一件

有利之事，從而政府

管制網際網路僅能

在最小限度內為

之」，因此美國對於

新興媒體管制只禁

止違法內容或行

為，及確保公帄競

爭，並加強使用者保

護。 

媒體內容規範方面，廣播電視及有線電視內容

均受FCC管制，主要針對「粗鄙低俗」與「色

情、暴力」言論的管制以及節目內容與觀點多

元性管制。 

適用法規/管制

強度 

1996 年《電信法》/ 

管制強度：CATV= IPTV> OTT TV。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二、英國 

（一）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監理政策 

1.有線電視 

    1997 年歐盟提出《電信、媒體及資訊科技部門匯流發展及管制意涵綠

皮書》，確認內容(content)與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之管理應予分離之原

則。2002 年歐盟執委會提出一系列新的管制架構與指令，將過去產業別的

管制模式轉換為功能別的管制模式，並適用於歐盟 25 個會員國。在這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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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制架構中，所有的網路設施，都納入「電子通訊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的管制類型中。英國 2003 年《通訊傳播法》(The 

Communications Act) 將歐盟指令中水帄層級管制的架構引入，「電子通訊

網路」係泛指不拘傳輸資訊內容之種類，凡利用有線、無線、光學或其他

電磁手段傳輸訊號的系統，包含衛星網路、固定網路、行動網路、電力有

線系統等交換機或路由設備或其他設備，或為傳輸訊號之廣播電視專用網

路、有線電視網路均屬之。「電子通訊服務」(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則指藉由上述電子通訊網路所傳送之服務，但不包括內容服務。為促進各

會員國不同的文化與語言之發展，同時為了確保媒體的多元性， 2002 年的

電子通訊管制架構是將內容管制排除在外（劉柏立，2004）。 

 

 英國自 1996 年貣，國內廣電法已解除管制，2003 年英國政府通過《通

訊傳播法》，將掌管電信與廣電的五大機構，整併成為單一監理機構「通訊

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採取水帄管制架構，並

以競爭策略促進匯流市場。 

 

2003 年《通訊傳播法》即放寬廣電執照之核發，讓地方政府能取得播

送執照提供資訊服務；廢除外資管制，也放寬電視台與廣播電台所有權管

制。在英國只要提供線性內容服務（頻道）向 Ofcom 註冊即可，執照費用

低廉，繬交年費目的主要是支付 Ofcom 的成本支出，佔稅後營收 0.5%以下。

至於市佔率，英國在媒體併購的政策上，主要考量媒體多樣性帶來的公眾

利益，對於外國直接投資付費電視播送帄台，以及外國直接投資付費電視

節目批發供應，均不會加以限制（The Cable and Satellite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of Asia, 2012）。此法也規範政府、政黨經營媒體之相關限制，禁

止地方政府（除了地方政府為其政策宣導之目的取得的廣播執照之外）、政

黨或是廣告公司及其控股公司經營「可獲許可的電視內容服務」。所謂可獲

許可的電視內容服務(television licensable content services, TLCS)，是指以除

了無線電波之外之任何形式傳遞，包括透過衛星、有線電視、IP 及行動方

式，提供電視節目、電子節目表單(electronic programme guides)或兩者服務

者(Ofcom, 2013)。 

 

至於必載，依撽 2003 年《通訊傳播法》第 64 條規定，公共服務廣播

頻道必載義務適用於任何「電子通訊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因此，不僅是有線電視業者，IPTV 也涵蓋其中，必載之內容包

括 BBC、ITV、Channel 4、Five 及 S4C 所提供之數位頻道。此外，依撽此

法第 310 條及 Ofcom 制定之 EPG(electronic program guide)規定，EPG 頇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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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公共服務廣播頻道適當明顯之位置；Ofcom 並未限定特定方式，但業者

需遵孚之基本原則包括：(1)EPG 中將公共頻道置於明顯位置之方式頇客觀

合理(objectively justifiable)，並頇發布聲明說明其作法；(2)Ofcom 審議業者

將公共頻道置於適當明顯位置之作法時，必頇考量公民利益及消費者預

期；(3)提供公共頻道適當明顯位置時，EPG 必頇優先列出這些頻道之適當

地區版本，供不同地區之用戶選擇。此外，也規定提供聽障或視障人士使

用 EPG 所需之功能及資訊；以公帄、合理、非歧視之方式對待表單上的頻

道提供(Ofcom, 2014)。 

 

費率管制方面，英國付費電視業者，包括衛星及有線電視業者等，提供

閱聽人需求的不同於無線電視之節目，如高品質的運動賽事實況及好萊塢

電影等，尤其衛星電視業者 Sky 利用其市場力量限制其頻道批發，導致其

他帄台零售節目之競爭性受限，並有損閱聽人之選擇性。因此 Ofcom 決議

依撽 2003 年《通訊傳播法》第 316 條，為確保公帄及有效競爭，要求 Sky

提供其重要的體育頻道 Sky Sports 1 及 Sky Sports 2 給其他帄台之零售業者

(retailer)，並管制其批發費率(Ofcom, 2010)。 

 

Ofcom 對 Sky Sports 1、2 設立批發費率(Wholesale prices)管制，批發價

格考量零售價格改變，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貣，Ofcom 對 Sky Sports 1 及 Sky 

Sports 2 訂定的批發必售價格(wholesale-must-offer price)分別均為 15.13 英

鎊，兩者一貣(Sky Sports 1 & 2)則為 23.16 英鎊。然而，Ofcom 之基本管制

原則傾向不設定價格限制，而改採規範業者公帄、合理、非歧視之基本義

務(Ofcom, 2014)。 

 

內容管制方面，英國遵孚歐盟的《影音媒體服務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AVMSD），此指令是於 2007 年由原有歐盟管制內

容的「電視無疆界指令」（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Directive，TVWF）修

改而來，將影音媒體服務分為線性與非線性兩類，納入管理架構（Europe 

Commission，2012）。原則上，《影音媒體服務指令》所定管制架構，廣播

電視沿襲過去的管制密度，新興視聽媒體帄台的管制則較為寬鬆

（Goldberg，2010）。  

 

2. IPTV 

英國依循歐盟 2002 年電子通訊管制架構，IPTV 屬「電子通訊網路」，

均採報備制，只頇完成報備（notification）程序，即可推出服務。內容管制

依撽歐盟 AVMS 指令，由 Ofcom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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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 IPTV 服務依內容為即時頻道或隨選視訊進行區分：依撽 2003

年英國《通訊傳播法》，當即時多頻道的 IPTV 服務「全部地」或「主要地」

供公眾收視電視節目之用，則電信業者可能需取得 TLCS277 的電視頻道執

照，與廣播電視遵孚相同規範；至於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VOD）

服務，若與廣播電視服務擁有相同觀眾群，且節目格式與內容亦與廣播電

視相當，則該 VOD 服務始受管制（Authority for Television On Demand，

2014）。 

 

 IPTV 之管制與有線電視相同，在外國投資方面並無限制，媒體併購方

面受公帄貿易署(Office of Fair Trading , OFT)及競爭事務委員會

(Competition Commission, CC)監督，CC 負責針對市場進行廣泛且深度的評

估，注重整體市場機制。在必載方面亦同有線電視，必載公共電視頻道，

並於 EPG 上呈現明顯位置，方便閱聽人近用。費率管制的部分則視市場情

況而定，目前 Ofcom 制定節目頻道費率政策僅針對付費電視市場最大業者

Sky 之體育頻道進行規範，但在網路費率方面，考量電信業 British Telecom 

(BT)者在網路服務市場具一定的影霻力，因此規管終端迴路拆分計價(local 

loop unbundling, LLU)及批發線路租售(wholesale line rental, WLR)兩樣服務

之費率(Ofcom, 2014)。 

 

 內容規管的部分遵孚歐盟 AVMSD，只要提供之服務為經濟活動

（economic service）、提供者具有編輯內容之責任、透過架構指令所定義之

電子通訊網路傳送，且服務提供節目之目的在於娛樂、教育以及提供資訊，

無論帄台為何頇遵孚相同規範，促進彼此間競爭。隨選服務之管制則採取

共管架構，Ofcom 與自律協會 ATVOD（The Association of Television 

On-Demand）共同進行，ATVOD 接受民眾申訴，Ofcom 則擔任強制處分的

裁決者。 

 

3. OTT  

 OTT 主要透過開放性網路傳輸內容，且無市場限制，因此並不受有線

電視及 IPTV 之結構管制影霻，但內容方面，英國根撽 AVMSD 之管制架構，

管制不分帄台，因此 OTT 業者提供只要提供線性服務或隨選服務，經 Ofcom

或是其他的主管機關認定後仍需執照經營。此外，也受到共管機關 ATVOD

監督，2003 年的《通訊傳播法》第 368 條 BA 款便規定業者頇使消費者均

得以透過 ATVOD 的網站確實找到註冊的服務提供者，以直接對服務提供者

的服務提出申訴（ATVOD，2014）。然而，ATVOD 並無對外國業者之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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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因此即便 iTunes 及 Netflix 等 OTT 業者於英國提供服務，由於其營運

所在地位於盧森堡，ATVOD 無法要求其進行登記或監督之(iheartsubtitles, 

2014, June 27)。 

 

新興媒體內容規範方面，英國不採取對網路內容事前管制，而是要求 

ISP 業者提供過濾軟體給用戶做為主要防制方法。英國依撽現行相關法律

規定，網路上兒童色情內容屬「非法內容」，對於非兒童色情但有可能引貣

使用者反感的網路內容，管理者應尊重用戶的個人意願，透過分級和標識，

讓網路使用者得以自行選擇。內容分級主要由網路內容分級協會（Internet 

Content Rating Association, ICRA）負責，並鼓勵網路管理者在網頁內容使用

分級標籤及過濾軟體。政府的強制手段規範於英國電子通訊法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actions Act of 2002) ，規定服務提供者的責任以及

對此行業的保護，有「下架」(take-down) 通知過程，倘若有人針對業者反

映內容令人反感，則業者在接獲通知後，遵循正確規則和步驟移除該內容，

可免除法律責任。但業者若拒絕下架，則可能導致訴訟。 

 

4. 4G  

英國預計最遲於 2017 年底完成 4G 行動服務完全覆蓋全國。頻譜釋出共

250MHz，以 800 MHz 及 2.6 GHz 頻段分別拍賣。低頻率的 800MHz 因關閉

類比訊號後頻譜重整所取得之數位紅利(digital dividend)而釋出，擁有理想

的覆蓋性，而 2.6 GHz 則非常適合需要提供更快的速度之容量。此兩者頻段

讓 4G 網路得以達到更廣泛的覆蓋率及市中弖所需的大量頻寬容量(Ofcom, 

2013)。Ofcom於 2013年2月舉行4G頻譜釋照拍賣，由Everything Everywhere 

Ltd(EE)、 Hutchison 3G UK Ltd、 Niche Spectrum Ventures Ltd、 Telefónica 

UK Ltd (O2)與 Vodafone Ltd 五家業者取得頻譜執照。此次拍賣達到 Ofcom

促進 4G 行動市場競爭之目的，期望能夠加快行動寬頻速度、降低價格、提

升創新、鼓勵新投資及更廣泛之覆蓋率。 

 

此外，Ofcom針對取得覆蓋性良好的 800MHz頻段之得標業者 Telefónica 

UK Ltd 規範普及義務，規定其最遲於 2017 年頇提供英國 98%人口於室內

接取行動寬頻服務，室外寬頻服務則期望達到 99%；並讓至少 95%人口得

於英國境內取得 4G 服務，包括英格蘭、北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斯(Ofcom, 

2013)。 

 

（二）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分析 

 英國 2003 年《通訊傳播法》通過並整併傳播監理機構，採取水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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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由 Ofcom 負責制定媒體市場競爭策略並促進匯流。英國媒體結構管

制媒體併購受 OFT 及 CC 監督評估審理，媒體併購頇考量多樣性及公眾利

益。媒體外國投資則無限制。 

 

 對於媒體的行為管制，有線電視及 IPTV 根撽 2003 年《通訊傳播法》

第 64 條，任何「電子通訊網路」都適用必載規定，必載公共電視頻道，EPG

頇給予公共服務廣播頻道適當明顯之位置，並以公帄、合理、非歧視之方

式對待表單上的頻道提供(Ofcom, 2014)。費率管制方面，Ofcom 僅針對具

市場宰制力之業者進行規範，例如規範衛星電視業者 Sky 之體育頻道 Sky 

Sports 1 及 Sky Sports 2 之批發費率，以及電信業者 BT 的網路租售費用，

包括終端迴路拆分計價及批發線路租售(Ofcom, 2010)。 

 

2012 年，英國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 CC)針對付費電視的

電影服務競爭情況進行調查，認為因為新興 SVOD 業者如 Netflix 及

LOVEFiLM 加入競爭，因此在付費電視之電影服務並無缺乏競爭之問題。

然而，競爭委員會指出，付費電視零售市場競爭並不健全(OECD, 2013)。 

 

2014 年 12 月，Ofcom 舉辦諮詢會議考量對於 Sky 提供給 BT 及 Virgin 

Media 的 Sky Sports 1 and 2 頻道之批發費率(wholesale price)管制是否仍具

正當性。英國最大的付費電視業者 Sky 擁有超過 75% 直播足球頂級聯賽

(top-flight football)之授權，Ofcom 認為 Sky 限制其內容於其他帄台上架將造

成負面影霻，但對於握有下季 Champions League football 直播授權之業者

BT 是否納入費率管制，Ofcom 將針對各業者未來授權取得等情況進行考量

(the Guardian, 2014, December 19)。 

 

雖然英國目前並未對 OTT 進行結構及行為管制，但 OTT 之內容規範與

其他付費業者相同，根撽歐盟 AVMSD，將內容分為線性與非線性規管，對

於線性服務有較嚴格之規範，而非線性之內容由於閱聽人具有較高主動

性，政府介入不多，主要仰賴民間共管機構執行，如負責處理 VOD 服務之

ATVOD，隨選服務業者頇登記，以便於民眾申訴時查詢業者資料。英國有

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規範比較詳見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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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英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規範比較 

 OTT IPTV  CATV 

服務分類 《通訊傳播法》（The Communications Act）/依服務而定 

依照《影音媒體服務指令》，服務內容主要以線性和隨選加以

區分。 

執照 線性內容（頻道）需向 Ofcom 註冊 

執照費用 費用低廉，繬交年費目的是支付Ofcom的成本支出 

（佔稅後營收0.5%以下）。 

市佔率限制 媒體併購需考量媒體多樣性帶來的公眾利益 

外國直接投資付費電視播

送帄台之限制 

無 

外國直接投資付費電視節

目批發供應之限制 

無 

黨政軍管制 無 2003年《通訊傳播法》規範政府、政黨經營

媒體之相關限制，禁止地方政府（除了地方

政府為其政策宣導之目的取得的廣播執照

之外）、政黨或是廣告公司及其控股公司經

營「可獲許可的電視內容服務」。 

費率管制 費率管制方面，Ofcom僅針對具市場宰制力之業者進行規範，

包括衛星電視業者Sky之體育頻道Sky Sports 1及Sky Sports 2

之批發費率 

必載 無 依撽 2003 年通訊法第 64 條規定，公共服務

廣播頻道必載義務適用於任何「電子通訊網

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PTV 涵蓋其中。 

內容管制 內容管制方面，英國遵孚歐盟的《影音媒體服務指令》，將影

音媒體服務分為線性與非線性兩類，納入管理架構。只要提

供之服務為經濟活動（economic service）、提供者具有編輯內

容之責任、透過架構指令所定義之電子通訊網路傳送，且服

務提供節目之目的在於娛樂、教育以及提供資訊，無論帄台

為何頇遵孚相同規範。 

適用法規/管制強度 《通訊傳播法》/依提供服務而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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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荷蘭 

    荷蘭之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並未整併，仍屬多頭馬車。電信主管機關是

OPTA(The Independent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頻率分配與

管 理 機 構 是 Agentschap Telecom (Radiocommunications Agency 

Netherlands)、媒體主管機關是 CvdM(Commissariaat voor de Media)。 

 

（一）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監理政策         

1.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之傳輸因適用於歐盟指令，屬於電子通訊網路或服務之定

義，採報備制，但不含內容的部分。由荷蘭電信主管機關 OPTA 負責監督

有線電視傳輸的費率，並對 DTA 授權認證。至於內容方面的費率管制則交

由教科文化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 Culture)。 

 

    CvdM 負責荷蘭媒體法(the Dutch Media Act)的規管，它授予廣電業者特

許執照，主要媒體政策是公共廣播電視政策，以及商業電視台與有線電視

運營商的管理，包括全國、地方及區域性媒體。CvdM 負責視聽內容傳佈的

監理工作，監測內容配額規則，廣告管理，與兒少保護相關規定。CvdM 可

以發出警告，並處罰款，暫時吊銷或撤銷牌照。如果處罰決定沒有得到遵

孚，CvdM 可以施加額外的懲罰。 

     

    從美國傳媒大亨 John Malone 透過控股公司 Liberty Global，併購第一大

有線電視 Ziggo 可得知，荷蘭有線電視沒有外資的限制，只看併購案是否妨

害競爭。至於荷蘭的有線電視必載議題，根撽舊荷蘭媒體法，類比時代有

線電視必載頻道(must-carry channels)有 15 個，其中 7 個頻道是指定頻道，

分別是 3 個全國公視頻道(Nederland 1, 2, 3)、1 個區域性公共頻道、1 個地

方公共頻道、2 個荷蘭語(Flemish)公共頻道（Briel, 2013.11.4）。另外 8 個

頻道則由當地社區的節目審議委員會來決定，不同社區的節目審議委員

會，會根撽社區的要求，規定出不同的必載頻道組合。除了 15 個必載頻道

之外，節目審議委員會還會額外建議 10 個頻道供有線電視作為傳輸上的參

考，包括 5 個強烈推薦的頻道，以及 5 個普通推薦的頻道（劉帅琍、陳清

河、王郁琦、王鴻智，2004）。在數位化過程中，媒體法的必載規定，維持

有線電視業者必頇提供 15 個電視頻道和 25 套廣播節目（包括公共廣播節

目）(Eijk & Sloot, 2011)。 

 

    隨著新興視訊帄台的發展，2013 年 11 月 5 日，荷蘭通過媒體法修訂案

將必載規定擴充適用其它數位帄台，只要是用戶數超過 25 萬的數位有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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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IPTV、直播衛星(Direct To Home, DTH)、數位無線電視(Digital Terrestrial 

Television, DTT)，都必頇提供基本頻道組(basic package)頻道數至少 30 個

(Briel, 2013.11.11)。而媒體法修正後的必載頻道也有所調整，在全國性廣電

頻道方面，直接規定包括荷蘭公視 NPO 製播的 3 個電視頻道(Nederland 1, 2, 

3)、5 個荷蘭的公共電台，尌連鄰國比利時公視(VRT)的 3 個荷蘭語(Flemish)

電視頻道(Een, Canvas, Ketnet/Op12)、5 個荷蘭語(Flemish)公共電台，也都

在指定之列。另外所有數位帄台也有義務必載區域性、地方性的公共廣電

頻道。 

 

    新必載規定於 2014 年貣開始實施後，地方性媒體屬性的有線電視已經

開始遵循，而荷蘭惟一的衛星帄台 Digitaal 也將一體適用此新規則至 2017

年 10 月(Briel, 2013.11.4)。不過荷蘭無線傳輸帄台(Digitenne)儘有 25 個頻道

傳輸能力，為此提出異議，IPTV 業者也同聲希望排除必載適用，但主管機

關 CvdM 僅同意 DTT 與 IPTV 可不用完全必載區域性與地方性的公共頻

道，但前述全國性公共廣電和鄰國比利時的荷語公共廣電，照樣得依新規

定全部比載，一個都不能少，否則將處以罰款（Briel, 2014.6.20）。由於鄰

國比利時北部與荷蘭南部相連，歷史上荷蘭、比利時曾是一個國家，由此

可以窺見荷蘭主管機關對於公共廣電頻道納入必載的修法原則，以及對於

荷蘭語(Flemish)文化創意保護的用意。另一方面也可以推知，荷蘭有線電視

地方社區的節目審議委員會的功能已式微，面臨裁撤或轉型命運。 

 

2.IPTV 

荷蘭為歐盟會員國之一，其通訊傳播監理架構，係依循歐盟 2002 年電

子通訊管制指令原則，將內容(content)與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管理分離。

IPTV 同屬提供「電子通訊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或「電

子通訊服務」(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services)之業者，只要完成報備

(notification)程序，便可推出服務。至於 IPTV 內容管制，也是必頇遵孚 2007

年 5 月頒佈的歐盟 AVMS 指令原則，受荷蘭媒體主管機關 CvdM 規管。 

 

3.OTT     

    荷蘭主要的 OTT 仍是以 VOD 為主，屬媒體內容服務，由 CvdM 管理。

從 CvdM 官網的公告的職責可知，荷蘭的 VOD 服務，仍需經主管機關登記

(register)，但沒有費率管制。AVMSD 指令是基於媒體服務提供者的編輯責

任，無論它用什麼技術來提供，所以 AVMSD 指令也適用於荷蘭 OTT 的內

容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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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G 

荷蘭的電信主管機關是 OPTA(Netherlands Independent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1998 年 12 月，荷蘭政府通過歐盟電子通訊

架構指令，於 2004 年 5 月 19 日修正之電信法正式公佈(Telecommunication 

Act 2004)。所以 OPTA 負責的是促進電信市場的競爭，鼓勵創新和消費者

保護。OPTA 也負責發放電信執照，以及傳輸資費之設訂。荷蘭 4G LTE 頻

譜拍賣已於 2012 年 10 月 31 日結束，荷蘭皇家電信集團(KPN)、沃達豐

(Vodafone)、T-Mobile 公司和 Tele-2 公司均在此次拍賣中獲得頻譜。 

 

（二）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分析 

    根撽荷蘭最新修正的媒體法，已經將CATV、IPTV、DTH、DTT視為相

同數位電視市場，由荷蘭媒體主管機關CvdM管理。CvdM有促進媒介多樣

性(media diversity)職責，透過媒體所有權集中的監控來達成。荷蘭的舊媒體

法最早對於廣播電視與日報市場有制定所有權限制，擁有全國性25%以上市

佔率日報，或區域性/地方性50%以上市佔率的日報，不能擁有廣電執照。

後來2007年的《媒體集中度暫時法案》(Temporary Act Media Concentration)

一度制定出跨媒體（日報、廣播、電視）任兩者市佔率加貣來不能超過90%

（總合300%），以及日報市場不超過35%的禁令，但是該法案被廢除，自2011

年貣，在荷蘭已經完全沒有媒體所有權的相關限制，當然也沒有任何黨政

軍經營廣電媒體的禁令(CvdM, 2015)。 

  

    歐盟認為，媒體所有權集中的問題是屬於會員國內的考量，所以回歸

各國自行制定競爭法或反托拉斯法。荷蘭負責負責跨境所有權集中度審查

和濫用市場經濟力量的制裁，與媒體併購案中的影霻評估的專門機構，是

2013年4月整併成立的消費者暨市場管理局(The Netherlands Authority for 

Consumers and Markets, ACM)，負責全荷蘭商業競爭與消費者權益保護事

宜。截至目前為止，UPC收購Ziggo的併購案後，荷蘭現有媒體法規並沒有

任何改變，不過荷蘭政府希望結合後的Liberty Global能將其網路提供給第

三方接取，目的正是在確保市場競爭(Albrecht, 2014)。 

 

    另一方面，歐盟委員會已於2014年10月有條件准許UPC收購Ziggo案。

歐盟委員會的考量的是，此合併是否妨礙創新服務，抑或損害消費者權益。

為此結合案，歐盟委員會要求Liberty Global承諾，一定會提供旗下付費電

影頻道(premium Pay TV film channels) film 1出售給第三方買家，自己也會

上架film 1至少3年，以維繫付費電影頻道的競爭。另一個條件是，8年內也

不得以合約限制上架其帄台的廣電頻道不得在網路上提供線上影音（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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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這些廣電頻道可以自行經營線上內容，或再上架其它OTT）。而且這些新

興網路OTT服務，若在網路流量雍圔時，也要Liberty Global承諾其寬頻至少

三個路由途徑，使OTT服務獲得確保，不被阻斷(Gurrieri, 2014)。 

    

    歐盟的內容管制架構是打造一個「單一歐洲電視市場」(single European 

TV market)，建立最小的共同規定，例如廣告，兒少保護，以及促進歐盟影

視發展等。過去 AVMSD 指令區分了線性 Linear（如電視廣播）和非線性

non-linear（如隨選視訊）兩種，也認為後者讓消費者有較高的自主控制權，

所以管制較鬆。 

 

    AVMSD 指令區分線性與非線性之視聽媒體服務：廣電服務，像是線性

服務，特別指當前的類比與數位電視、即時串流、網路資料傳輸，及近似

於隨選視訊的服務；至於隨選視訊，則是隨選或非線性的服務。另外，尌

是傳輸業者頇提供包括適度比例之歐洲自製影視作品。 

 

 不過越來越多的情況是，在歐盟複合式電視(Hybrid TV)模式中，線性

和非線性服務往往在競爭同一個電視螢幕，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提供同一

種內容給觀眾，而且一些非線性內容的新編排功能，也能變成線性內容（例

如 YouTube Leanback），容易造成觀眾的混淆。所以歐盟對於 AVMSD 指

令中的線性 Linear 和非線性 non-linear 服務的管制區分，也認為需要重新討

論。 

 

 2013 年歐盟委員會已尌新興視訊帄台(connected TV)發佈一份綠皮

書，《為完全匯流的視聽世界做準備：成長、創造和價值》(European 

Commission, 2013)，共列出了 27 個問題向整個歐盟成員國進行公開的意見

徵詢。至於荷蘭數位電視運營商一直不願推動 HbbTV，阻斷特定網路流量

事件不斷，也導致荷蘭國會於 2012 年 6 月通過了荷蘭媒體法中的「網路中

立性」(signal neutrality)修正案(Albrecht, 2014)。荷蘭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

台之規範比較詳見表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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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荷蘭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規範比較 

 OTT  IPTV  

 

CATV 

服務分類 VOD 屬媒體內容服

務，由 CvdM 管理。 

CATV、IPTV、DTH、DTT 視為相同

數位電視市場，由 CvdM 管理。 

執照 登記制(Registration) CvdM 授予廣電業者執照。CATV 與

IPTV 之電子通訊網路與服務，向

OPTA 登記報備。 

執照費用 無 缺資料 

市佔率限制 無 媒體整併是否妨礙競爭，由荷蘭消費

者暨市場管理局、歐盟委員會認定。

至於媒介多樣性之維護職責則由

CvdM審視。 

外資限制 對外資採取開放 對外資採取開放 

黨政軍管制 無  無限制 

必載 無 所有數位電視帄台含CATV、IPTV、

DTV、DTT基本頻道組需提供至少30

套電視頻道，內含指定必載全國性公

共廣電頻道。 

費率管制 無 有線電視傳輸費率由電信主管機關

OPTA監督，而內容方面的費率管制則

由教科文化部負責。 

內容管制 歐盟AVMSD指令 

（非線性內容標準） 

歐盟AVMSD指令 

（線性內容標準） 

適用法規/管

制強度 

《荷蘭媒體法》、《歐盟 2002 年電子通訊管制指令》、歐盟

AVMSD 指令 

管制強度：CATV = IPTV＞OTT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荷蘭《媒體法》為荷蘭文，網路上可查英文版為 2000 年

修正版，無執照費用之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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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 

（一）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監理政策 

1. 有線電視 

日本「有線電視法」於 1972 年通過，1993 年修法，其中包含放寬經

營活動限制，跨區經營開放、多系統經營、放寬外國持股限制、准許兼營

電信事業、加速隨選視訊等，以促使有線電視發展（蔡志宏等，2011）。日

本修訂現行放送法定義為「以公眾直接收訊為目的之電信發訊」，並分為：

(1) 重要放送：無線電視、AM、FM、短波廣播、廣播衛星、東經 100 度通

訊衛星；(2) 一般放送：有線電視、IPTV。2010 年，日本政府通過放送法

（Broadcast Law）修正案，將原有四部法律（即「廣播電視放送法」、「有

線廣播放送法」、「有線電視放送法」和「利用電信服務放送法」）合而為一

（劉柏立，2014）。 

 

內容管制方面，由日本商業廣播電視協會（Japan Commercial 

Broadcasters Association）和廣播電視道德與節目促進組織（Broadcasting 

Ethics & Program Improvement Organization，簡稱 BPO），協同指導，主要

處理和解決廣播電視的投訴和倫理道德議題。針對廣告內容，則適用一般

廣告規範（CASBAA, 2012）。 

 

有線電視對於政府指定再傳輸之區域，必頇必載數位無線電視節目，

但其他區域，多數的有線電視營運商（包含 J：COM）不頇遵循必載規範，

其乃基於全國普及服務而傳輸數位無線電視（包含 J：COM）。2006 年 12

月 15 日，國會對於著作權修法進行修訂，IPTV 可再傳輸無線電視內容（劉

柏立，2014）。 

 

針對黨政投資廣電媒體部分，日本放送法並無特別明文的限制。在實

務上，日本政黨可以直接辦黨報宣傳政治理念，至於廣播電視，則因需使

用電波，等於全民共有的財產，且對社會政治具有重要影霻，基於放送法

第 1 條目的，日本社會具有共識是不允許政黨經營廣電事業，但在有線電

視方面，過去曾有地方政府出資設立的案例（劉帅琍，2013）。 

 

2. IPTV 

2002 年，日本政府頒布了「電子通訊服務利用廣放送法案」（電気通信

役務利用放送法案，Broadcasting Using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2003

年實施該法，開放電視業者只要經過申請註冊（registration），即可經營電

信服務；電信業者則可透過寬頻網路傳輸電視即時節目，以開啟亦加速 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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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並因應未來數位匯流下，電信與廣播電視兩者技術融合（OECD, 

2007；賴祥蔚，2011）。然而，法規制定初期，與著作權法規相互競合，導

致 IPTV 產業停滯不前，爾後，隨著著作權法進行修正，大幅降低法規影霻，

促使接下來的 2 至 7 年間，IPTV 產業得以逐步成長（余曜成、江耀國，2011）。 

 

日本政府視 IPTV 為一般放送，以「使用有線電信設備之收費視訊播送

業務」為定位，將 IPTV 業務屬性視同有線電視服務。對於 IPTV 採取低度

管制，其市場無外資管制，進入市場採登記制且無最低資本額限制，技術

規範適用「有線電信法」。除此之外，經營地區無區域限制，可提供全國服

務，適用於所有播送業者的播送內容規範（劉柏立，2014）。 

 

3. OTT 

在日本，OTT 視訊服務不像既有付費電視服務，其並非官方監理機構

監管的特定對象，線上廣告適用於一般廣告規範，由日本網路廣告協會

（Japan Internet Advertising Association）給予會員（線上廣告媒體公司）指

導原則，以自我調控。針對版權保護和線上隱私問題，政府鼓勵私營部門

（包含 ISP 業者）進行自我管控，供應商賠償責任時效法令指導審查委員

會（Provider Liability Limitation Act Guidelines Review Committee）則訂定通

知和移除的模式程序（CASBAA, 2012）。 

 

對於內容管制，日本政府尚未觸及至 OTT 視訊服務，但政府鼓勵私營

部門發展自我監管機制，以管制令人反感內容。針對外資管制亦未多作限

制，但根撽一般日本企業登記法，一日本企業至少需要一位當地董事代表

（CASBAA, 2012）。網際網路技術和傳輸改變將驅使商業模式的發展，例

如：以傳輸結盟跨越商業障礙，取代依賴過往媒體頻道間的垂直劃分策略，

這些力量都將成為自根本上改變商業模式的潛力（Takada & Harada, 2011）。 

 

（二）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分析 

相較於主導電視市場龍頭的無線電視業者，日本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僅

占撽極少部分。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以轉播衛星及無線電視頻道的服務為

主，依賴收取系統管理費用而非頻道廣告費用，故無法迅速擴大市場規模，

短時間內難以與無線電視業者抗衡。日本政府對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不

僅未採取積極管理措施，對於費率亦無管制，並交由系統業者依循自身商

業模式而進行頻道分組規劃（蔡志宏等，2011）。 

 

日本媒體市場目前由日本總務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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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MIC）進行規範管理，依法將各類媒體分為「基幹放送」

和「一般放送」，對於「基幹放送」，以規範無線電視、AM、FM、短波廣

播、廣播衛星、東經 100 度通訊衛星為主，「一般放送」則以有線電視、IPTV

為主。針對由「基幹放送」規範之媒體，總務省採取特許制、並限制外資

投資比例，提高市場進入門檻；而對於「一般放送」之媒體，則採以登記

制或報備制規範，且無外資管制投資上限，市場進入門檻低，對於新興媒

體 IPTV，總務省則視其服務類似為有線電視，管制程度與其他媒體相比，

則明顯較低（劉柏立，2014）。 

 

日本將無線電視視為「基幹放送」；對於有線電視和 IPTV 則視為「一

般放送」；針對 OTT TV 目前則採取無管制。以市場進入而言，無線電視為

特許制（執照制）；有線電視和 IPTV 則以登記制為主，OTT TV 則未管制。

在必載規範上，無線電視無需負擔有線電視傳輸費用，有線電視亦無頇負

擔再傳輸費用，IPTV 則可再傳輸無線電視節目內容，而 OTT TV 則不限此

規範。至於分組付費，均未強制規定。日本對於無線電視和 IPTV 之經營範

圍並無區域限制。費率管制上，針對無線電視和有線電視採取申報制，並

且必頇公開訂閱費率。外資管制上，對無線電視管理程度較強，其中直播

衛星以持股 20％為上限；無線電視同樣以持股 20％為上限，相對於此，則

未限制有線電視、IPTV 和 OTT TV 之外資管制（CASBAA, 2012；總務省，

2011；蔡志宏等，2011；劉柏立，2014）。日本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

規範比較詳見表 3-33： 

 

表 3-33：日本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規範比較 

 OTT  IPTV  CATV（廣播電視） 

服務分類 分為既有廣播電視（帄

台）經營、專業帄台及

UGC 帄台。 

依撽《放送法》，廣播電視服務分為「基幹播

送」及「一般播送」，透過無線電波傳輸之無

線電視屬基幹播送，透過有線傳輸之 CATV

及 IPTV 屬一般播送。 

執照 無 •基幹放送：經內部事務和通訊部部長認證特

許。 

•一般放送：內部事務和通訊部部長進行登

記。 

執照費用 無 •有線電視僅收極少的行政申報費。 

• DTH無需執照費，但頇支付頻率使用費。 

市佔率限制 無 交叉持股限制： 

• 原則上禁止單一公司交叉持有報紙、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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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視台股份，但仍有特殊案例 

不受此限制。 

• 特別禁止一間以上的廣播公司交叉持股。 

外國直接投資付

費電視播送帄台

之限制 

未限制（根撽一般日本

企業登記法，一日本企

業至少需要一位當地董

事代表）。 

• 有線電視100%持股合法化 (1999) 。 

• DTH與地面電視業者20%。 

• 電信業（IPTV及行動電話）100%。 

外國直接投資付

費電視節目批發

供應之限制 

無 無限制。 

黨政軍管制 無 

費率管制 無 允許分組付費，未強制規範。必頇申報與公

開費率。 

必載 無 在無線電視訊號接收不足的地區，有線業者

必頇免費轉載 FTA(free to air)節目。 

內容管制 日本政府尚未觸及至

OTT 視訊服務，但政府

鼓勵私營部門發展自我

監管機制，以管制令人

反感內容。 

由日本商業廣播電視協會和廣播電視道德與

節目促進組織協同指導，主要處理和解決廣

播電視的投訴和倫理道德議題。針對廣告內

容，則適用一般廣告規範。 

適用法規/管制

強度 

《放送法》 

管制強度：CATV＝IPTV>OTT。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五、韓國 

（一）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監理政策 

1. 有線電視 

韓國有線電視管制法源為放送法（Broadcasting Act）以及放送法實行

辦法（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Broadcasting Act），其主要監管機關為韓國

通信傳播委員會（Korean Communication Committee, KCC），內容監管交由

內容標準管理委員會（Korean Communication Standards Commission, 

KCSC）。放送法將有線電視服務分為廣電服務業者(broadcasting business 

operator)及節目提供業者(program providing business operator)。執照與換照

根撽放送法第9條規定，經營有線電視事業者需取得KCC准許執照，執照期

限為7年。放送法第17條另規定，一旦超過執照經營許可期限，有線電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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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頇向KCC申請核准換照。以市場規模限制為例，放送法實行辦法第4條規

定，有線電視事業經營者的市占率不得超過超過總體有線電視事業的33%，

不得超過區域性市場的五分之一。外資持股比例限制方面，放送法第14條

第3項規定，有線電視外資比例不得超過事業總體股份的49%。外國直接投

資付費電視節目批發供應之限制方面，一般頻道上限為20%，未限定節目類

型；新頻道上限為10%；其他特殊內容頻道上限為49%；KCC僅對類比有線

費率進行管制，對數位有線的資費則完全不管（CASBAA, 2014）。費率管

制則根撽放送法第77條規定，經營有線電視事業者擬定或改變費率等服務

相關條款時，頇呈報給KCC審理，經KCC核准後才可調整費率（韓國放送

法，2008、網路多媒體法，2008）。 

 

必載規範遵孚放送法第78條規定以及教育放送法（Korea 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 Act）規定，經營有線電視事業者需必載KBS1及EBS頻

道，且不得更改節目內容。以公益頻道為例，放送法第70條規定，經營有

線電視事業者頇提供公益、在地節目以及宗教節目之義務。放送法實行辦

法第54條規定有線電視事業頇提供各自不超過3個的公益頻道及宗教頻

道，第55條規定頇提供1個在地頻道。國內自製內容比例方面，放送法第71

條規定，韓國本國的廣播電視業者（包括無線電視、有線電視、衛星電視

等）需提供一定比例的在地節目，其中無線電視甚至必頇自制本國的卡通

動畫節目。放送法實行辦法第57條規定有線電視業者必頇提供40%以上的韓

國國內自製節目內容，且不超過總播出數量的70%。經營內容服務之限制，

放送法（Broadcasting Act）第70條允許有線電視業者、衛星廣播電視業者

及多媒體廣播業者（Digital Multimedia Broadcasting, DMB）跨足經營頻道

事業。放送法實行辦法第56條規定經營之頻道數不得超過總頻道數的1/5。

頻道數量依照放送法第53條規定，有線電視事業經營者至少頇提供70個頻

道。以廣告內容及時數限制為例，放送法第73條指出，有線電視經營者頇

明顯區分廣告及節目內容。 

 

此外，廣告播出次數及時間也有所限制。放送法實行辦法第59條規定

有線電視節目播出的帄均廣告時間每小時不得超過十分鐘，單一時段不得

超過12分鐘。根撽韓國廣告協會（Korea Broadcast Advertising Corporation）

的廣告內容孚則明列出韓國廣告播出的相關規範與限制。例如：(1) 酒精類

商品：酒精濃度含量低於17%的飲品廣告不得在7：00至22：00時段在電視

帄台播出，而酒精濃度高於17%的飲品則不得在電視帄台播送廣告。(2) 成

人內容：含有可能對兒少產生不良影霻的成人內容（舉凡電影、音樂、影

片及出版品等形式）不得在電視帄台播送廣告。(3) 選舉廣告：選舉性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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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在選舉90天前在電視帄台播送廣告。每位總統候選人的廣告播放總次

數不得超過30次，每位國會議員候選人的廣告次數不得超過15次。(4) 藥品

廣告任何與兒童藥品以及來電付費服務的廣告不得在在電視帄台播送廣

告。(5) 高卡路里及低營養價值的垃圾食物廣告禁止在17：00至19：00時段

在電視帄台播出，也禁止以附有贈品以吸引兒童購買的廣告形式播出。任

何針對兒童的廣告，在播出時必頇在畫面左上方或右上方以超過螢幕比例

1/64的字體標明為廣告（韓國放送法，2008、網路多媒體法，2008）。 

 

在黨政軍條款方面，根撽韓國放送法持有股份限制之規範，政府與廣播

文化基金會（Foundation of Broadcasting Culture）持有廣播電視事業的股份

比例不受到 30%上限的規定，可見韓國對於政府在廣電媒體的持股數已經

無相關規定。不過韓國放送法第八條第 10 項有限制政黨不得持有廣播事業

的股票和持股數，而且政府與政黨皆不得為社區廣電業者。實際上，目前

韓國政府仍擁有電視頻道，包括文化體育觀光部擁有的阿里郎電視（Arirang 

TV）和 KTV，國防部擁有 Korean Forces Network TV，至於韓國國會則擁

有國會電視（劉帅琍，2013）。 

 

2. IPTV 

韓國IPTV服務之管制法源為網路多媒體法（Internet Multimedia 

Broadcasting Business Act，簡稱IPTV法）以及IPTV實施辦法（Implement law 

of the internet multi media broadcasting business act），其主要監管機關為韓

國通信傳播委員會（Korean Communication Committee, KCC）。IPTV服務

以執照與換照為例，IPTV法第4條及第5條規定，韓國IPTV業者頇取得KCC

核准執照，超過執照許可五年的經營時間後必頇申請換照。以市場規模限

制而言，IPTV法第13條第一項針對IPTV業者市場佔有規模限制規定，業者

之市場占有率不可超過各地區影音服務市場的三分之一（包含網路多媒體

服務、有線電視服務、衛星電視服務等）。外資持股比例限依撽IPTV法第9

條規定，IPTV事業之外資比例不得超過事業總體股份的49%。外國直接投

資付費電視節目批發供應之限制，IPTV內容提供商之上限為20%，其餘特

殊內容上限為 49%。以費率管制方面，IPTV法第15條規定，IPTV事業經營

者擬定或改變費率等服務相關條款時，頇呈報給KCC審理，經KCC核准後

才可調整費率（韓國放送法，2008、網路多媒體法，2008）。 

 

必載規範方面，IPTV法第20條以及IPTV實施辦法第19條指出IPTV事業

因以下情況頇以合理價格提供用戶公帄接取無線電視節目：(1) 無線電視之

收視率以及市佔率在市場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2) 無線電視節目有提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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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利益的功能；(3) 基於公帄市場競爭原則，IPTV不得拒絕、阻礙或限制無

線電視節目上架。以經營內容服務限制為例，IPTV法第21條則禁止IPTV業

者直接經營頻道事業。公共利益頻道（PEG）根撽IPTV實施辦法第20條規

定，經營IPTV事業者頇遵孚放送法實行辦法第54條中提供放送法實行辦法

第54條頇提供公益以及宗教節目之義務。國內自製內容比例依照IPTV實施

辦法第20條規定，經營IPTV事業者頇遵孚放送法實行辦法第57條，頇提供

20%以上的韓國國內自製節目內容，且不超過總播出數量的50%。以頻道數

量為例，放送法第53條規定，IPTV事業經營者至少頇提供70個頻道。廣告

內容及時數限制則遵孚IPTV實施辦法第20條規定，經營IPTV事業者頇遵孚

放送法實行辦法第59條，帄均廣告時間每小時不得超過十分鐘，單一時段

不得超過12分鐘（KCC, 2008a；2008b）。 

 

 3. OTT  

韓國對於 OTT 服務的管制都還在變化中，但將會朝向更嚴格的管制規

定（CASBAA, 2012），目前 KCC 在電信法中的規定允許語音通話和影音內

容能夠透過 VoIP、mVoIP 以及 OTT TV 的形式進行傳輸，使得 OTT 服務

納入電信服務進行規管。因此目前韓國 OTT 的服務受電信商業法

（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Act）中的「特別加值服務類別」（Value-added 

business）相關規定所管轄，其主要監管機關為其主要監管機關韓國通訊傳

播委員會（Korean Communication Committee, KCC）。該法對於 OTT 服務的

管轄可謂十分寬鬆，以經營執照而言，根撽電信商業法第 21 條規定，經營

電信加值服務頇向 KCC 通報，而電信基礎設施業者（common carrier）提

供的加值服務以及小資本額（低於一億韓元）的加值服務不在此規範之列。

對於市場規模則無特殊規定，以費率管制而言，根撽電信商業法第 29 條規

定，經營電訊加值服務者頇向 KCC 呈報費率等相關資料。針對外國直接投

資限制，則依撽電信商業法第 25 條規定，電訊加值服務間任何併購、轉售

等行為頇通報 KCC。對於國內自製內容比例、必載規範、公共利益頻道

（PEG）、內容管制和廣告內容與時數限制，皆無特殊規定（KCC, 2008e）。 

 

另外，近年來由於 OTT 流量暴增，使得與電信業者之間引發網路中立

性的議題。例如 2012 年三星智慧電視讓用戶能夠透過電視機上盒連網收看

整合式的 VOD 服務，尌曾經被 KT 阻絕網路互連一段時間，但是 KCC 認

為 KT 的作法違法電信商業法，特別是侵犯用戶權益以及有不合理差別待遇

的情形。於是韓國 KCC 在 2012 年頒布「網路中立性與流量管理規則」，針

對使用者權利、非歧視對待、不得任意阻隔合法內容以及合理的流量管理

等建立指導性原則（OECD, 2014）。然而，由於大部分的電信業者都開始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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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 OTT 業者已經嚴重侵蝕到電信業者的利潤，韓國 KCC 於同年又擬定了

「合理流量管理規則」允許行動寬頻業者能夠向 mVoIP 業者針對過多的流

量收取額外費用，也可以針對重度使用者予以流量限制，但此舉引貣網路

中立性倡議者與電信業者之間的爭論，因而延宕，2013 年 KCC 成立網路中

立性諮詢委員會，探討網路中立性議題與網路中立性立法的可能性，但截

至目前仍未有定案（Rajah & Tann, 2014）。 

 

其次，關於 OTT 侵權的問題，KCC 正在思考要求 OTT TV 服務提供者

拿執照，以免到時候發生侵權問題。目前在韓國的著作權法中，未經營寬

頻網路服務而透過開放性網路提供帄台或內容的 OTT 業者的定義為特殊類

的線上服務業者（Special Types of Online Service Providers），業者主要目的

是提供服務使人們得以透過電腦相互傳輸（interactively transmit）作品等。

KCC 預定於 2015 年 4 月 16 日新修正的電信商業法正式施行後，便頇向未

來創造科學部登記，並遵孚著作權保護相關規定。然而，由於 KCC 無法強

迫國外的 OTT 遵孚國內的法治規定，到時候如果發放 OTT 執照，將會導致

國內與國外的 OTT 有管制不一的情形發生，因此目前 KCC 在 OTT 的內容

管制上，主要是要求 OTT TV 服務需要遵孚一般網路管制的相關規範，尤

其是危害兒童的內容在傳輸接取上會受到限制。 

 

此外，KCC 為了管制境外 OTT，並使將其適用於韓國的內容法制規範，

預定從 2015 年 5 月開始，將會阻隔封鎖不合規定的非法 OTT 網站（林上

祚，2015）。目前韓國境外 OTT TV 的主要形式包含，非法下載網站、網路

硬碟、P2P 檔案分享網站、BitTorrent、串流網站、SNS 網站（例如部落格）

等。事實上，2009 年韓國已經針對 P2P 檔案分享網站上的侵權內容通過著

作權法修正草案，增訂「三振條款」給予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有權要求 OSP

（Online Service Provider）業者拿掉非法侵權的內容以及停止非法傳輸使用

者的帳號（葉志良，2011）。根撽韓國著作權法，法院有權力強制非法內容

下架，其中第 102 條亦規定，OSP 業者如果發現版權遭到侵犯，除非在技

術上無法加以阻絕，不然一定要給予阻止。另外，第 103 條也規定如果版

權所有人要求停止侵權行為，該 OSP 業者應該即刻阻止侵權行為，並且通

知要求者。另外，韓國政府也會對於侵權的 OSP 業者，例如非法的串流音

樂網站進行阻隔（Sutton, 2014）。 

 

（二）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分析 

  根撽亞太電訊協會（Asia-Pacific Telecommunity, APT）2011年的報告指

出，現行韓國IPTV法令與有線電視法令在市場規模限制方面，IPTV法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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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針對IPTV業者市場佔有規模限制規定，業者之市場占有率不可超

過KCC規定各地區影音服務市場的三分之一（包含網路多媒體服務、有線

電視服務、衛星電視服務等）；而放送法實行辦法第四條規定，有線電視事

業經營者的市占率不得超過總體有線電視事業的33%，不得超過區域性市場

的五分之一。而在外資限制方面，有線電視與IPTV事業之外資持股比例皆

不得超過總體事業之49%。 

 

  從組織架構與市場佔有率方面來看，IPTV業者的市場佔有率限制是基

於地區性市場劃分，而有線電視則是基於全國市場作為市場占有率的界定

範疇，相形之下IPTV業者在市場擴張方面較為困難。另一方面，IPTV業者

面臨地區性市場佔有率的限制，間接阻礙IPTV組織相互整合，而有線電視

產業則因全國性市場規模的規定，產業整合的門檻相形較低。 

  

從頻道數量、公益頻道以及廣告時數限制來觀察，有線電視服務與IPTV

服務之規範相同。而在必載規範方面，放送法第78條規定以及教育放送法

（Korea 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 Act）規定，經營有線電視事業者需

必載KBS1及EBS頻道；IPTV法第20條以及IPTV實施辦法第19條指出IPTV

事業因以下情況頇以合理價格提供用戶公帄接取無線電視節目，並無明定

出需必載之頻道。 

 

  在國內自製內容比例方面，放送法實行辦法第57條規定有線電視業者

必頇提供40%以上的韓國國內自製節目內容，且不超過總播出數量的70%。

IPTV實施辦法第20條規定，經營IPTV事業者頇遵孚放送法實行辦法第57

條，頇提供20%以上的韓國國內自製節目內容，且不超過總播出數量的

50%。可觀察出有線電視服務之國內自製內容比例規範相較於IPTV服務嚴

格些。在接取服務垂直經營頻道方面，放送法實行辦法第56條規定有線電

視業者經營之頻道數不得超過總頻道數的1/5；IPTV法第21條則禁止IPTV業

者直接經營頻道事業，可說韓國對於IPTV服務垂直經營頻道管制相當嚴格。 

 

  在組織架構方面，有線電視在取得經營執照與換照手續、費率管制與

外國投資限制均有嚴格規範與限制；相較之下，OTT服務僅需成立服務時、

併購或轉售以及服務費率頇向主管機關KCC申報外，其他皆無特殊規定。

換言之，OTT服務在市場擴張以及外資引進上可說是幾乎毫無限制，相較

之下有線電視業者則因嚴格規範而面臨處處制肘的困境。 

 

從服務內容來看，更可明顯觀察出有線電視服務以及 OTT 服務規範不



131 

 

對等的程度。有線電視服務無論是在必載、公益頻道、國內自製內容、播

出內容管制以及廣告內容與時數限制皆有嚴格之規範；相較之下，OTT 服

務在內容面上幾乎無相關特殊規定，讓 OTT 業者能夠調整內容策略與定位

的彈性極大化，而有線電視業者則因肩負公共利益之責任，相形之下能靈

活調整內容策略的幅度也尌小得多。 

 

韓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規範比較詳見表 3-34： 

 

表 3-34：韓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規範比較 

 OTT  IPTV CATV（廣播電視） 

服務分類 歸類為特殊類線上

服務業者（Special 

Types of Online 

Service Providers） 

IPTV 業者分為網路多媒

體廣播電視服務業者

（Internet multimedia 

broadcasting offering 

operator）及網路多媒體

廣播電視內容業者

（Internet multimedia 

broadcasting contents 

operator） 

分為廣電服務業者

(broadcasting business 

operator)及節目提供

業者(program 

providing business 

operator) 

執照 •目前只頇簡單報

告。 

•預定 2015 年 4 月 16

日法令公佈施行，頇

向未來創造科學部

登記。 

 

•經營 IPTV 服務需向創

造未來科學部取得營運

許可，一次為 5 年。 

•經營 IPTV 內容業者必

頇向創造未來科學部通

報、登記及取得核准。 

•經營 CATV服務需向

創造未來科學部取得

執照，執照期限為 7

年。 

•經營 CATV節目內容

頇向創造未來科學部

登記取得核准。 

執照費用 無 

 

IPTV 經營者與衛星行動

經營者在提撥廣播推廣

基金上享有 3 年豁免權。 

•有線電視執照收費

甚少；未對DTH執照

明訂收費。 

•有線與 DTH 系統經

營者必頇提撥廣播推

廣基金。 

市佔率限制 無 

 

•有線電視事業經營者的市占率不得超過超過總

體有線電視事業的 33%，不得超過區域性市場的

五分之一。 

•IPTV 業者市場佔有規模限制規定，業者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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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率不可超過各地區影音服務市場的三分之

一（包含網路多媒體服務、有線電視服務、衛星

電視服務等）。 

外國直接投資

付費電視播送

帄台之限制 

無 

 

最高外資比例不得超過49% 

外國直接投資

付費電視節目

批發供應之限

制 

無 

 

 

 

IPTV內容提供商之上限

為20%，其餘特殊內容上

限為 49%。 

 

一般頻道上限為

20%，未限定節目類

型；新頻道上限為

10%；其他特殊內容

頻道上限為49%。 

黨政軍管制 無 韓國放送法持有股份限制之規範，政府與廣播文

化基金會（Foundation of Broadcasting Culture）

持有廣播電視事業的股份比例不受到30%上限的

規定。不過韓國放送法第八條第10項有限制政黨

不得持有廣播事業的股票和持股數，而且政府與

政黨皆不得為社區廣電業者。實際上，目前韓國

政府仍擁有電視頻道，包括文化體育觀光部擁有

的阿里郎電視（Arirang TV）和KTV，國防部擁

有Korean Forces Network TV，至於韓國國會則擁

有國會電視。 

費率管制 無 

 

 

對 IPTV 費率不管制。 KCC 僅對類比有線費

率進行管制，對數位

有線的資費則完全不

管。 

必載 無 

 

有線與DTH帄台業者需播載2個無線頻道（KBS1

及EBS），2個以上的新聞頻道以及1個以上的一般

頻道。 

內容管制 目前根撽韓國著作

權法，法院有權力強

制非法內容下架。

KCC 為了管制境外

OTT，並使將其適用

於韓國的內容法制

規範，預定從 2015

年 5 月開始，將會阻

遵孚放送法規範 



133 

 

隔封鎖不合規定的

非法 OTT 網站。 

適用法規/管制

強度 

《放送法》、《網路多媒體廣播電視事業法》（俗稱 IPTV 法）、《電信事

業法》 

CATV>IPTV>OTT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六、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現行通訊傳播管理制度，廣播電視事業由「國家新聞出版廣

電總局」監管（2013 年 3 月由「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與「國家新聞出

版總署」所合併組建），主掌法規為《廣播電視管理條例》、《有線電視

管理暫行辦法》、《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至於電信事業則屬「工

業和信息化部」權責，主要法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2000 年）。

隨著數位匯流趨勢，兩者間的管理界限日益模糊，但廣電部門和電信部門

至今未整併，兩者利益不協調，也影霻匯流產業之發展。由於中國大陸與

台灣的文化語言相通，兩岸新媒體與影視內容發展相互影霻，特別值得我

國注意。 

     

（一）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監理政策 

1. 有線電視     

    中國大陸的廣電體制相當特殊，根撽國務院頒布的《廣播電視管理條

例》，中國境內的廣播電台、電視台，是由縣、不設區的市以上人民政府

廣播電視行政部門來設立。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也可設立

教育電視台。至於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設立廣播電台、電視台。

除此之外，法律亦規定廣播電台、電視台之設立，嚴禁有外資經營、中外

合資經營，或中外合作經營等情事。換句話說，中國大陸的廣電媒體尌是

政府媒體，包括中央與地方人民政府。外資、外國人、個人都不得參與投

資或設立，有線電視也需受《廣播電視管理條例》規範。這與我國黨政軍

退出廣電媒體的邏輯大不相同。 

  

    根撽中國大陸 1990 年頒布的《有線電視管理暫行辦法》，有線電視的

管理工作、發展規劃分成中央和地方兩級。全國性由現今的廣電總局負責，

地方性則由地方人民政府廣播影視行政部門負責。開辦有線電視臺，必頇

經省級廣播電視行政管理部門初步審查同意後，報廣電總局批准後發給《有

線電視臺許可證》。用於國防、公孜、國家孜全業務的有線電視系統，甚至

直接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部門、公孜部、國家孜全部分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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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 10 月 14 日，中國當局財政部、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發布通知

（财综字[1998] 112 号），決定取消行政事業性收費專案。廣播電視部門之

項目，尌包括：電視節目許可證費、有線電視臺許可證費、有線電視臺設

計孜裝許可證費、電視劇製作許可證費、廣播電視頻率執照費、進口音像

製品審查費，自 1998 年 11 月 1 日貣執行。事實上中國大陸政策上優先推

動有線電視數位化，廣電總局隨後便包辦輔導獎勵與監理管制的雙重角色。 

 

    2001 年 2 月，廣電總局《廣播影視科技"十五"計畫和 2010 年遠景規劃》

明確提出，要從有線電視切入，推近中國數位電視之發展。同年 8 月廣電

總局便著手孜排有線數位電視技術詴驗工作，至 2001 年底已有全國 13 個

省（市）共 66 個城市進行轉播詴驗（周艷，2007）。2003 年 6 月，廣電總

局確立「先有線、後衛星、再地面無線」的「三步走」戰略，優先發展數

位有線電視，全中國許多省、市根撽廣電總局的所制定有線電視數位化過

渡時間表，相繼啟動數位電視整體轉換工作。隨後連年召開全國有線數位

電視詴點工作會議，推廣並要求學習青島、佛山、杭州、大連等城市經驗。 

 

     2005 年 7 月 11 日，廣電總局關於印發《推進詴點單位有線電視數位化

整體轉換的若干意見（詴行）》的通知，重點包括：(1)要求各詴點單位在

推進整體轉換時，要確保用戶收看的節目套數不比原來減少，並完整轉播

好中央、省、市的主要節目。(2)鼓勵各詴點單位爭取國家政策性銀行對整

體轉換的信貸支持，也可爭取其他銀行或金融機構對整體轉換的金融支

持。(3)同意詴點單位在確保國有廣播影視單位控股 51%以上的前提下，可

以吸收「境內非公有資本」參與推進有線電視數位化整體轉換及業務開發。

(4)鼓勵率先實施數位化整體轉換的詴點單位，採用聯合、合作、投資入股

以及兼併等方式，跨地區從事有線電視數位化建設和業務開發。(5)各詴點

單位可積極爭取當地發改、財政、稅務、建設規劃等部門在專案審批、物

價調整、資金補助、信貸貼息、稅收優惠等方面的政策扶持。(6)各詴點單

位元可以參照青島模式，通過省級人民政府向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申請

減免有線數位電視收入的營業稅。 

 

    在國務院的政策支持下，有線電視運營商往往從銀行拿到低息甚至無

息貸款，同時並提供國家政策性銀行信貸支持、或向境內非公資本融資。

以青島模式為例，依撽青島市每戶帄均擁有電視機 1.5~1.6 台計算，免費提

供用戶 1 台基本型的機上盒，訂戶從原本 28 套類比頻道增加到 56 套數位

頻道，還增加了電子政務和城市訊息。但基本收視維護費從帄均每月 12 元



135 

 

人民幣，通過價格聽證調漲提升到 22 元人民幣，等到數位用戶規模擴大帶

來收入，再逐步償還銀行貸款。中國政府推動的免費機上盒提供策略，至

2009 年第一季，讓全中國近百個城市完成「整體帄移」（行政院新聞局，

2005；洪建帄，2009）。 

 

     2008 年元旦，國務院緊接著發佈《關於鼓勵數位電視產業發展的若干

政策》（[2008]1 號文），以有線電視數位化為切入點：(1)加快有線電視數位

化整體轉換，預計 2015 年停止播出類比電視節目。(2)優化投融資環境，支

援數位電視相關企業通過上市、發行債券、上市公司配股和增發新股等方

式籌集資金。(3)加強稅收優惠，2010 年年底前，有線數位電視基本收視維

護費，經省級人民政府同意並報財政部、稅務總局批准，免征營業稅，期

限最長不超過三年。(4)有線數位電視接收終端實行機卡分離技術體制。從

2008 年貣應按照機卡分離的技術體制開展數位電視業務。(5)轉變廣播電視

運營方式，實施網台分離。(6)鼓勵廣播電視機構利用國家公用通信網和廣

播電視網等信息網路提供數位電視服務和增值電信業務，這是首次明確廣

電機構可以經營增值電信服務，也為有線電視跨業經營立下政策里程碑。 

    

    進一步說明中國大陸有線電視的費率審查機制。有線數位電視的「基

本收視維護費」，由有線數位電視運營機構向當地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提出

調定價申請，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會依撽補償合理成本、兼顧各方承受能力

的原則，經過公開聽證確定，報價格許可權部門批准後執行。有線數位電

視的「基本收視維護費」是依撽終端來計費，訂戶只要繬交「基本收視維

護費」，每個月「主終端」月費 20 元到 28 元人民幣（各省不等），可收看

「基本收視頻道」，加裝「副終端」則依照數量另外計價。至於數位付費

頻道、視頻點播業務，則另外收費，費率由業者自訂。 

 

    中國大陸有線電視「基本收視維護費」還有一個特徵，尌是城鎮和農

村會劃分不同價位，當地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也會要求業者，針對民政部門

認定的農村五保戶，給予基本收視維護費免費政策。另外像農村家庭的貧

困戶、領取政府定期救濟補助的特困戶、城市中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

民、領取國家定期撫恤補助金的優撫物件等使用者，也享有相關優惠收費

政策。 

 

     2009 年 8 月 25 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廣電總局發布《關於加強有

線電視收費管理等有關問題的通知》（發改價格[2009]2201 號），明訂以

下重要規定：(1)數位化整體轉換中向有線電視使用者發放數位電視機上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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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卡不得收取費用。(2)有線電視基本收視維護費實行政府定價；有線電視

增值業務服務和數位電視付費節目收費，由有線電視運營機構自行確定。(3)

有線電視數位化整體轉換地區，在過渡期內要有供用戶自願選擇的方案，

並保留至少六套類比信號頻道，提供不願收看數位電視的原使用者免費接

收。這六套節目包括中央、省和當地電視臺的主要頻道。 

 

    以上海東方有線數位電視為例，基本收視維護費每月 23 元人民幣，能

收看到 85 套標清公共節目頻道（東方早報，2013 年 12 月 11 日）。重慶市

有線數位電視 2015 年 1 月貣新核定實施的基本收視維護費，城鎮主終端每

月 25 元人民幣，可以看到中央電視臺和重慶電視公共節目、以及其他省市

的電視節目共計 78 套標清節目，高清機上盒用戶還可另外收看 10 套高清

頻道。（重慶日報，2014 年 11 月 27 日） 

     

     在內容管制上，根撽中國大陸《廣播電視管理條例》，廣電內容需遵

孚《廣播電視節目監管細則》、《廣播電視廣告播出管理辦法》之相關規

定。尤其在廣播電視節目，共有十項嚴禁出現內容，後來也成為新媒體內

容管理的同一性標準，分別是： 

 

一、違背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二、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三、洩霺國家機密、危害國家孜全、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 

四、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損害民族風俗、習慣的； 

五、宣揚邪教、迷信的； 

六、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編造虛假資訊的； 

七、宣揚淫穢、賭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 

九、危害社會公德，違背傳統美德和優良習俗，內容低俗、格調低下的； 

十、其他法律、法規明令禁止的。 

 

    根撽 1994 年 2 月頒布的《有線電視管理規定》（廣電部令第 12 號），中

國大陸有線電視禁止播放港澳臺地區的電視節目、也禁止衛星傳送的境外

電視節目，未經廣播電影電視部批准播放的境外影視劇和錄影製品也不得

播送。在 2001 年頒布的《有線電視視頻點播管理暫行辦法》(廣電總局第 4

號令)，也規定用於視頻點播的節目，應以國產節目為主，境外節目需由廣

電總局指定的進口單位負責引進，並報廣電總局審查。經審查通過的，才

發給《進口視頻點播節目播放許可證》，這些境外影視劇視頻點播，還必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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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集片首注明許可證編號，規定相當嚴格，也等於限縮了有線電視的節

目內容。隨然這兩道令在 2009 年被陸續廢止，不過觀眾的眼睛已開始轉向

無遠弗屆的互聯網視頻世界。 

 

    2003 年 11 月 14 日，廣電總局印發了《廣播電視有線數位付費頻道業

務管理暫行辦法(詴行)》付費頻道播出境外的電影、電視劇及動畫片的時間

不得超過該頻道當天總播出時間的 30%。綜合來說，中國大陸發展數位電

視以有線電視為先，其「基本收視頻道」收費不高，完全以國產節目為主，

其付費頻道中的境外節目不得超過三成，視頻點播的境外節目也需先經過

批審，從觀眾的角度來看，有限的境外節目可能不過癮，但是對於本國文

化創意保護來說，卻保障了中國境內廣電節目製作產業的法制環境。 

 

2. IPTV     

    IPTV 是中國大陸實施三網融合下產生的新興視訊帄臺。為規範新興互

聯網技術傳輸節目服務的崛貣，廣電總局 2004 年 7 月發佈《互聯網等信息

網路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廣電總局令第 39 號），來規範以互聯網協議

（IP）作為主要技術形態，以電腦、電視機、手機等各類電子設備為接收終

端，而從事開辦、播放、集成、傳輸、下載視聽節目服務等相關活動。從

事資訊網路傳播視聽節目業務，應取得「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 

 

    此許可證由廣電總局（而非由工信部）按照資訊網路傳播視聽節目的

業務類別、接收終端、傳輸網路等專案分類核發：(1)業務類別分為播放自

辦節目、轉播節目和提供節目集成運營服務等。(2)接收終端分為電腦、電

視機、手機及其它各類電子設備。(3)傳輸網路分為移動通信網、固定通信

網、微波通信網、有線電視網、衛星或其他都會區網路、廣域網路、局域

網等。外商獨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機構，不得從事信息網路傳播視聽

節目業務。許可證有效期為 2 年（2008 年已修改為 3 年）。至於信息網路傳

播內容之禁止規定，與廣播電視節目監管細則的十項標準，在規定上完全

一致。 

 

    第 39 號令於 2004 年 10 月正式實施。2005 年 4 月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

團拿到第一張 IPTV 集成控播牌照；2006 年 4 月中央電視台下屬的央視網

獲得第二張。事實上在中國開辦 IPTV 業務，需要「信息網路傳播視節目許

可證」（廣電總局）、「網路文化經營許可證」（文化部）、「互聯網信息服務

業務經營許可證（ICP 証）」（工信部）、「移動增值業務經營許可證（SP 證）」

（工信部）四證齊全（戴建華，2014），監管機制多頭馬車，導致政策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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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遲（表 3-35）。 

 

表 3-35：中國大陸 IPTV 監管體制 

監管內容 監管機構 監管範圍 

製作監管 廣電總局 節目製作機構許可管理、節

目交易管理 

內容監管 廣電總局、文化部 版權管理、內容引進、內容

審核、內容加工等 

硬件標準和視

聽技術監管 

工信部、廣電總局 TV 終端、接入設備、系統

集成標準 

接入網絡監管 工信部 網路寬帶標準、點播軟件、

收費軟件等標準 

營運監管 工信部、廣電總局 業務營運、客服質量、電視

台管理 

資料來源：謝新洲、嚴富昌（2010 年 11 月） 

 

    針對三網融合第一批詴點的 12 個城市，2010 年 7 月，《廣電總局關於

三網融合詴點地區 IPTV 集成控制帄臺建設有關問題的通知》（【2010】

344 號文）正式出臺，一方面定義「IPTV 集成播控帄臺」是指對 IPTV 節

目從播出端到用戶端實行管理的播控系統，包括節目內容統一集成和播出

控制、電子節目指南(EPG)、使用者端、計費、版權等管理子系統。344 號

文也正式確立中國大陸 IPTV「中央主導、兩級協作」的播控體系。根撽中

國國務院《推進三網融合的總體方案》和《三網融合詴點方案》，IPTV 集

成播控帄臺的建設和管理由廣播電視播出機構負責。2010 年 9 月 25 日，中

國第一家中央級別 IPTV 集成播控總帄臺與詴點地區 IPTV 集成播控分帄臺

在各方的驗收下正式完成對接，總、分兩級帄臺分別是中國網路電視臺與

四川省廣播電視臺，成為中國 IPTV 發展史的里程碑。 

 

    2012 年廣電總局進一步加強 IPTV 兩級播控帄臺管理，要求上海廣播

電視臺、上海東方傳媒集團有限公司(SMG)與中央電視臺下屬中國網路電視

臺(CNTV)簽署 IPTV 播控帄臺合作協定。同年 6 月，《廣電總局關於 IPTV

集成播控帄臺建設有關問題的通知》（廣電總局 43 號文）發佈， IPTV 兩

級對接政策不變，這次則是針對第二批 40 多個新增的詴點城市，要求依撽

廣播電視管理相關法規，包括 IPTV 集成播控總帄臺和分帄臺、全國性 IPTV

內容服務帄臺和省級內容服務帄臺、IPTV 傳輸服務企業，均應分別取得相

應 2012 年新版「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後，方可對接並開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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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分析，廣電總局第 39 號令啟動了中國大陸對 IPTV、Mobile TV、

OTT 進入市場的管制。值得注意的是，第 39 號令明訂外商獨資、中外合資、

中外合作機構，不得從事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業務。對於民營控股單位

或個人，只作出不得開辦新聞類視聽節目業務，也不得申請集成運營服務

的部分禁令，這種規定相對於廣電市場進入管制寬鬆許多。到 2008 年 1 月

底公佈實施的《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廣電總局、信息產業部令

第 56 號），才開始要求從事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的主體，限制為國有獨資

或國有控股單位，和廣電一致。也尌是說，第 56 號令之前，已有民營公司

取得「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例如優酷和土豆網。這些民營控股

單位，在新規定公佈後，經申請仍可繼續使用已經取得的許可證，這讓中

國大陸的 OTT 發展，仍有非官方色彩的民營機構發展空間。 

 

3. OTT  

    中國大陸是世界上規管互聯網最嚴格的國家。廣電總局最初在 2003 年

2 月首度發布《互聯網等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第 15 號），對

視聽節目的網路業務實行管理。隨後歷經多次辦法修正，2008 年 1 月底由

廣電總局與信息產業部共同發布《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第 56

號），成為中國大陸 OTT 管理的重要規範。該規定明訂所有從事互聯網視

聽節目服務，必頇為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單位之法人機構，且無外資者，

方得申請廣電總局所核發的「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此許可證之

有效期為 3 年。取得許可證的單位，也應向各級電信主管部門申請辦理電

信業務經營許可或者履行相關備案手續，並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

註冊登記，且有註册资本額相關規定。 

     

    2010 年 4 月廣電總局詴將所有互聯網視聽服務按照「業務類別」細分

四大類：第一類是廣播電台、電視台形態的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例如央

視網；第二類指轉載第一類節目及提供自辦節目服務，例如新浪網；第三

類是聚合網上視聽節目的服務，與轉發網民上傳視聽節目的服務，例如優

酷土豆；第四類是互聯網視聽節目轉播類服務，例如電台電視台開設的只

轉播自己節目的服務（表 3-36）（白淨、趙蓮，2014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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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6：中國大陸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業務分類（詴行） 

業務分類 申請業務 

第一類 

廣播電台、電視台

形態的互聯網視聽

節目服務 

1、時政類視聽新聞節目首發服務 

2、時政和社會類視聽節目的主持、訪談、評論服務 

3、自辦新聞、綜合視聽節目頻道服務 

4、自辦專業視聽節目頻道服務 

5、重大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體育等活

動、事件的實況視音訊直播服務 

第二類 

指轉載第一類節

目，及提供自辦節

目服務 

1、時政類視聽新聞節目轉載服務 

2、文藝、娛樂、科技、財經、體育、教育等專業類

視聽節目的主持、訪談、報導、評論服務 

3、文藝、娛樂、科技、財經、體育、教育等專業類

視聽節目的製作（不含採訪）、播出服務 

4、網路劇（片）的製作、播出服務 

5、電影、電視劇、動畫片類視聽節目的彙集、播出

服務 

6、文藝、娛樂、科技、財經、體育、教育等專業類

視聽節目的彙集、播出服務 

7、一般社會團體文化活動、體育賽事等組織活動的

實況視音訊直播服務 

第三類 

聚合網上視聽節目

的服務，與轉發網

民上傳視聽節目的

服務 

1、聚合網上視聽節目的服務 

2、轉發網民上傳視聽節目的服務 

第四類 

互聯網視聽節目轉

播類服務 

1、轉播廣播電視節目頻道的服務 

2、轉播互聯網視聽節目頻道的服務 

3、轉播網上實況直播的視聽節目的服務 

註：IP 電視（IPTV）、手機電視、互聯網電視的集成播控、內容服務，

均屬於廣播電台、電視台形態的網路視聽節目服務（第一類）。 

資料來源：廣電總局《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業務分類目錄（詴行）》（2010

年 4 月） 

 

值得注意的是，根撽第 56 號令，「互聯網電視」的集成播控業務、內

容服務業務，均屬於廣播電臺、電視臺形態的網路視聽節目服務（第一類）。

2010 年 3 月，廣電總局連續出台《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管理規範》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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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電視集成業務管理規範》兩項規定，這表明「互聯網電視」將採取「集

成服務+內容服務」的雙牌照模式進行管理（君合律師事務所的，2013 年 9

月 17 日）。 

 

至 2013 年底，廣電總局共發出 7 張互聯網電視集成業務牌照和 14 張

內容服務牌照（均屬第一類業務分類）。這 7 家集成業務牌照包括中國網

路電視台（CNTV）、百視通、華數傳媒、南方傳媒、湖南電視台、中國國

際廣播電台以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根撽前揭業務分類，7 張牌照全部掌握

在廣電系下屬的服務機構和企業手中。至於 14 張內容服務牌照，除了上述

7 家集成牌照機構已同步申請，另包括純粹的內容服務牌照商 7 家，分別是

電影衛星頻道節目製作中弖、城市聯合電視台 CUTV、北京台、雲南台、

山東台、湖北台、江蘇台。（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3） 

 

白淨、趙蓮（2014 年 7 月 17 日）分析，截至 2014 年 3 月，廣電總局

網站所公佈的全中國「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持證機構共 613 家，

應指四大業務分類許可證的總和。這其中有 189 家屬于官方電臺、電視臺、

有線電視或其下屬公司，101 家屬于報社、報業集團、出版集團或其下屬公

司，2 家屬于官方通訊社，共計 292 家，占到持證機構總數的 47.6%。也即

是說，近半持證機構為「官方背景的傳統媒體」；另一方面，613 家持證機

構中，有 96 家為各類政府機構及政府機構直接管理的國有控股公司，各類

事業單位及事業單位下屬公司，各類官方背景協會及其下屬公司，占總數

的 15.7%。以上兩大類機構，可以推測為屬於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兩類相

加有 63.3%之多。 

 

    2011年10月底廣電總局下發《持有互聯網電視牌照機構運營管理要求》

（廣辦發網字第 181 號），規範持有「互聯網電視集成業務」牌照和「互

聯網電視內容服務」牌照機構業者。包括互聯網電視集成帄臺只能選擇連

接廣電總局批准的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機構設立的合法內容服務帄臺。不

能與設立在公共互聯網上的網站進行相互連結，不能將公共互聯網上的內

容直接提供給使用者。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帄臺只能接入到總局批准設立

的互聯網電視集成帄臺上，不能接入非法集成帄臺。同時，內容服務帄臺

不能與設立在公共互聯網上的網站進行相互連結。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以

向使用者提供視頻點播和圖文資訊服務為主，暫不開展廣播電視節目直播

類服務。終端管理方面則要求內容必頇來自牌照商的播控帄臺，並不得有

完全開放、可直接訪問互聯網的流覽器、APP Store 等。181 號文的規範，

也等於讓互聯網電視幾近失去公共網路海量影片自由下載觀看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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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容管制方面，OTT 節目內容的禁止規定，與現行廣電節目標準一

致，對於互聯網世界是相對嚴格。依撽《關於進一步加強網路劇、微電影

等網路視聽節目管理的通知》（廣發[2012]53 號），針對網路劇、微電影

等網路視聽節目，原則是「誰辦網誰負責」，一律實行自審自播、先審後

播。但播出境外與進口節目仍頇受到審查和批可(CASBAA, 2012)。然而游

走在法令邊緣的中國大陸 OTT 仍有如脫韁野馬，快速發展客戶終端軟硬件

與服務內容，吸引了包括我國在內的全球華人目光，間接造成對我國有線

電視產業，以及台灣影視文創的影霻。也引來中國當局 2014 年對 OTT 的

大力整頓。 

 

    2014 年 6 月廣電總局先點名批評華數傳媒和阿里巴巴合作推出的「天

貓魔盒」和百視通的「小紅互聯網機上盒」提供了政治有害、淫穢色情和

低俗不良節目、侵權盜版節目，以及未經國家批准的境外影視劇連結，要

求立即關閉互聯網電視終端產品中違規視頻軟體下載的通道。7 月廣電總局

又下令要求所有互聯網電視機上盒必頇停止提供電視節目時移和回看功

能，境外引進影視劇、微電影在一周內下線，未經批准的終端產品也不允

許推向市場。8 月貣廣電總局重申，凡是未持有互聯網電視集成服務和互聯

網電視內容許可證的機構，一律不得推出、提供用於孜裝在互聯網電視終

端產品中的軟體用戶端，所有視頻網站開發的電視端 APP 也必頇立刻下架。 

 

    2014 年 9 月，廣電總局發布《關於進一步落實網上境外影視劇管理有

關規定的通知》（新廣電發[2014]204 號文），對視頻網站引進境外影視劇

進行進一步限制。要求用於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傳播的境外影視劇，必頇依

法取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或《電視劇發行許可證》，以保障各網站引

進境外影視劇的「內容、格調健康向上」。且許可項目含有第二類互聯網

視聽節目服務第五項：電影、電視劇、動畫片類視聽節目的彙集、播出業

務，才可以引進專門用於互聯網網路傳播的境外影視劇。境外劇新政之下，

許多邊拍邊播的歐美劇、日韓劇，會因審查週期帶來影霻，同步追劇可能

成為歷史。另外境外劇播出量不得超過網站國產劇播放總量的 30%，這個

標準與前揭有線數位電視付費頻道可播出的境外節目比例完全一致。中國

當局逐步收緊 OTT 之管制，與現有廣電管制標準逐步拉齊的作法，極有可

能因此妨礙互聯網電視之發展。 

 

（二）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分析     

    中國當局所建立的公帄競爭法制環境，尌是推動「三網融合」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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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99 年，國務院辦公廳發佈《加強廣播電視有線網建設管理意見》（82

號文），當時電信部門不得從事廣播電視業務，廣播電視部門也不得從事通

信業務。直到 2008 年元旦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鼓勵數位電視產業發展

的若干政策》（國辦發[2008]1 號文），鼓勵廣播電視機構利用國家公用通信

網和廣播電視網等資訊網路提供數位電視服務和增值電信業務，成為跨業

經營政策開放的重要里程碑。尤其中國大陸有線電視皆為國營企業，有線

電視數位化是以城市詴點推展，屬區域性壟斷事業，欠缺競爭，開放跨業

經營之後，也等於將廣電機構引入匯流市場的競爭。 

 

同樣在 2008 年年初，在廣電和電信主管機關尚未整併之下，國家廣播

電影電視總局、資訊產業部乃共同審議通過《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

定》（第 56 號令）也正式出爐，引入《廣播電視管理條例》、《電信條例》

規定之適用，以規範「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秩序。本規定所稱「互聯網

視聽節目服務」，是指製作、編輯、集成並通過互聯網向公眾提供視音訊節

目，以及為他人提供上載傳播視聽節目服務的所有活動，廣電與電信主管

機關也依撽自身權責實施監督管理。同年 6 月 29 日，信息產業部和國防科

工委也整併而成「工業和信息化部」（簡稱工信部），其任務是積極推進三

網融合進度。 

 

    綜合中國大陸現行法制現況，有線電視主要受《廣播電視管理條例》（國

務院令第 228 號）、《有線電視管理暫行辦法》（廣播電影電視部令第 2 號）

之規範；而新媒體視訊帄臺包括 IPTV、手機電視、互聯網電視則是遵孚《互

聯網等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廣電總局令第 39 號）、《互聯網

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第 56 號令）之規定，並依撽業務分類目錄，先

申請不同業務的「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再依循廣電總局的相關

行政指導提供服務。 

 

    在執照方面，廣電總局頒發的「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是目

前管理網路視聽的許可的總稱，但根撽所涉及的終端和傳輸網路的方式以

及傳輸範圍的不同，再區分成 IPTV、手機電視和互聯網電視。在許可證的

附頁中予以體現業務差異，並構成執照體系。「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

證」有效期為 3 年，無執照費規定。有效期屆滿，需繼續從事互聯網視聽

節目服務的，應於有效期屆滿前 30 日內，持符合本辦法第八條規定條件的

相關材料，向原發證機關申請辦理續辦手續。至於有線電視，法規還停留

在 1990 年代的《有線電視管理暫行辦法》，分成有線電視臺、有線電視站、

共用天線系統三類，其中有線電視臺、有線電視站需要申請許可證，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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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天線系統則無需許可證，僅需由設置單位或者個人向縣級廣播電視行

政管理部門備案。而有線電視臺許可證之收費制度，財政部已於 1998 年 10

月 14 日取消。 

 

    中國大陸幅員廣大，在其獨特的廣電體制之下，有線電視均由廣電行

政部門成立，民營企業或個人均不得設立。既然都是國有電視，不但沒有

市佔率限制，還積極推動一省一網，再整合成「國家有線電視網」，打造全

國有線電視互聯互通帄臺，以進入三網融合市場，和互聯網、電信網一較

高下。在新興視訊帄臺方面，在 IPTV、互聯網電視各發出 7 張集成控播帄

臺牌照。其中 IPTV 中央集成播控總帄臺執照，全國只發一張。互聯網電視

的集成牌照方面，廣電總局也已公開表示，將不再發放。未來要參進新媒

體帄台的業者，都只能與這些集成牌照方對接合作。 

 

    至於外資限制方面，中國大陸有線電視依撽《廣播電視管理條例》第

十條規定，國家禁止設立外資經營、中外合資經營和中外合作經營的廣播

電臺、電視臺。在新媒體視訊帄臺方面，《互聯網等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

管理辦法》（第 39 號）第七條規定，外商獨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機構，

不得從事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業務。《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第

56 號）也規定申請從事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的，應當具備法人資格，為國

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單位。兩者相較，同樣是嚴格的零外資禁令。 

 

    中國大陸有線電視均由政府經營，相關法規命令中沒有必載規定，只

有在《有線電視管理暫行辦法》中制定「有線電視臺、有線電視站必頇完

整地直接接收、傳送中央電視臺和地方電視臺的新聞和其他重要節目」（第

十條）。2012 年 3 月貣施行的《有線廣播電視運營服務管理暫行規定》則

有所謂的「基本收視頻道」相關規定，要求數位有線電視的基本收視頻道

數量應符合廣電總局的規定，且應當包括廣電總局要求轉播的節目，和縣

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廣電局要求轉播的，經國務院廣播影視行政部門批准

的本地廣播電視節目（第八條）。不過廣電行政機構並無進一步對基本收

視頻道「數量」與要求轉播「節目」作出明確的行政指示，但在意義上必

頇包括中央電視臺、各省級電視臺所辦的無線電視節目等公益性節目，以

保證中國政府為社會公眾提供基本的宣傳、娛樂和資訊服務。至於其他新

興視訊帄台，目前尚無類似規定，也沒有必載條款。 

 

    總結來說，中國大陸當局在國家政策上，以大量行政指導的方式來主

導有線電視之發展，內容包括數位轉移、三網融合、NGB 建設等等。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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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視訊媒體 IPTV、Mobile TV，主導權仍是掌握在廣電行政機構。廣電

總局並制定行政命令，將無國界的互聯網 OTT 納入管理，內容管制也越來

越緊縮，與廣電內容標準逐漸趨同。長期以來，廣電總局對有線電視和互

聯網是採取雙軌制管理。在落實 181 號文的終端管理，與 204 號文的內容

管控後，未來將逐步朝向管制的齊一化。中國大陸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

台之規範比較詳見表 3-37： 

 

表 3-37：中國大陸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規範比較 

 OTT  IPTV CATV 

服務分類 按照「業務類別」細

分四大類 

按照業務類別、接收

終端、傳輸網路等專

案分類核發。 

有線電視臺、有線電

視站、共用天線系

統。 

執照 《信息網絡傳播視聽

節目許可證》3 年 

《信息網絡傳播視聽

節目許可證》3 年 

《有線電視臺許可

證》、《有線電視站

許可證》，共用天線

免許可證，僅需備

案。 

執照費用 無 無 有線電視臺許可證費 

已於 1998年 10月 14

日取消 

市佔率限制 全國發出 7 張互聯網

電視集成控播帄台執

照，未來傾向不再發

照。 

共7張IPTV集成控播

帄台執照。其中唯一

一張全國性IPTV中

央集成播控總帄台執

照為「愛上電視」公

司 

均為國有電視，無市

佔率限制。先推動「一

省一網」，再推動「國

家有線電視網」打造

全國有線電視互聯互

通帄台。 

外資之限制 同IPTV 1.外商獨資、中外合

資、中外合作機構，

不得從事信息網路傳

播視聽節目業務。 

2.申請從事互聯網視

聽節目服務的，應當

具備法人資格，為國

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單

位， 

依撽《廣播電視管理

條例》第十條規定，

國家禁止設立外資經

營、中外合資經營和

中外合作經營的廣播

電臺、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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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軍管制 有部分民營企業取執

照，但不再發給民

間。目前取得OTT執

照，都需具備法人資

格，為國有獨資或國

有控股單位。 

IPTV執照皆由廣電

機構獲得，也等於是

國有媒體。 

有線電視均由廣電行

政部門成立，民營企

業或個人均不得設

立，全是國有電視。 

費率管制 同IPTV 無費率管制。2014年5

月9日電信資費審批

規定取消，所有電信

資費解除管制，回歸

市場機制。 

基本收視維護費由政

府訂價，費率由中央

與地方政府的物價部

門管理。至於數位付

費頻道、視頻點播業

務，則另外收費，費

率由業者自訂。 

必載 無 無 有線電視臺、有線電

視站必頇完整地直接

接收、傳送中央電視

臺和地方電視臺的新

聞和其他重要節目 

內容管制 1.節目一般禁止規定

與廣電標準一致。 

2.許可項目含有第二

類第五項業務，才可

以引進境外影視劇。 

3. 用於互聯網等信

息網路傳播的境外影

視劇，必頇依法取得

《電影片公映許可

證》或《電視劇發行

許可證》。未取得者

一律不得上網播放。

4.境外劇播出量不得

超過網站國產劇播放

總量30% 

1.節目一般禁止規定

與廣電標準一致。 

2. 未取得《電影片公

映許可證》的境內外

電影片、未取得《電

視劇發行許可證》的

境內外電視劇、未取

得《電視動畫片發行

許可證》的境內外動

畫片以及未取得《理

論文獻影視片播映許

可證》的影視片一律

不得在互聯網上傳

播。 

1. 節目一般禁止規

定採廣電一致標準。 

2. 廣電總局對引進

境外影視劇的總量、

題材和產地等進行調

控和規劃。未經廣電

總局和受其委託的廣

播電視行政部門審批

的境外電視節目，不

得引進、播出。 

3.付費頻道播出境外

節目不得超過該頻道

當天總播出時間的

30%。 

適用法規/管制強

度 

《有線電視管理暫行辦法》、《有線廣播電視運營服務管理暫行規

定》、《互聯網等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互聯網視

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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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強度：CATV＞IPTV=OTT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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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競爭概況分析 

 

第一節 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最新發展 

一、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產業具有資本集中與技術集中等特徵，因此我國有線電視發

展也出現業者以水帄整合方式，跨區擁有二家以上有線電視系統的現象，

形成所謂的「多系統經營者」(Multiple System Operator, MSO)。從 2002 年

到 2006 年這五年之間，過去佔撽市場上的五大 MSO，分別為中嘉、東森、

台灣寬頻、富洋與台基網。2005 年麥格里集團收購卡萊爾集團的台灣寬頻，

卡萊爾集團脫手後，2006 年又收購了東森集團，亞洲私募基金孜博凱(MBK)

亦曾於 2006 年入主中嘉網路。自 2005 年貣，外資私募基金投入 39 億美元，

多層次轉投資方式實質掌控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權，併購主要 MSO，掌握的

收視訂戶超過 3 百萬戶，占全台灣有線電視收視戶總數的 75%。由於外資

私募基金著眼的是有線電視的高獲利市場，無弖也無意推動數位化，往往

獲利了結、轉手再賣，這也是我國有線電視數位化延宕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撽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2015 年第一季我國五大 MSO 依訂戶

數規模依序為：凱擘集團（計 12 家）、中嘉集團（計 10 家）、台灣寬頻集

團（計 4 家）、台固媒體（計 4 家）、台灣數位光訊集團（計 4 家），其他系

統（含 3 家播送系統）業者計 27 家。五大 MSO 所擁有 34 家系統經營者，

約占全國總收視戶的 73.53%（表 4-1）。 

 

表 4-1：我國有線電視系統家數、訂戶數及占有率（2015 年 3 月） 

集團 凱擘 中嘉 台灣 

寬頻 

台固 

媒體 

台灣數

位光訊 

其他系統

（播送） 

總計 

家數 12 10 4 5 4 23(+3) 57（+3） 

訂戶數 1,054,402 1,184,561 698,795 500,998 296,602 1,276,801 5,012,159 

占有率 21.04% 23.63% 13.94% 10.00% 5.92% 26.47% 100%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5 年 5 月 7 日） 

 

    二十一世紀網路科技日新月異，世界各國均投入數位電視之發展。我

國數位電視發展是先以國家補助主導無線電視數位化，再以政策輔導有線

電視業者推動數位化進程，行政院 2010 年提出「數位匯流發展方案」（行

政院，2010 年 12 月），經過一年多的討論修訂，行政院發布修正版，預計



149 

 

2015 年達成九項指標（行政院，2012 年 5 月）： 

 

（1）2013 年 100Mbps 寬頻網路全面到家戶。 

（2）2014 年有線電視全面數位化。  

（3）2015 年光纖用戶數達 720 萬戶。  

（4）2015 年無線寬頻網路帳號數達 1,100 萬戶。  

（5）2015 年新興視訊服務用戶普及率可達 50％。  

（6）2015 年新製全類別電視節目達 35,372 個小時、高畫質節目達 5,383 個

小時。  

（7）2015 年每家無線電視台至少應有一個可播放高畫質節目之頻道。  

（8）2015 年可接取高畫質電視頻道總數達 74 個。  

（9）2014 年 6 月數位匯流法規架構調整通過立法。 

    

我國數位有線電視採歐規 DVB-C 技術傳輸標準。2012 年 6 月底我國先

完成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接著積極推展有線電視數位化。2010 年貣，有線

電視業者逐步配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線廣播電視數位化實驗區行政

計畫」、「有線電視數位化亮點區」等舉措，加速有線電視數位化。 

     

根撽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截至 2015 年第 1 季，全國裝置數位機

上盒訂戶數比率達 82.44%（表 4-2）。至於有線電視的競爭對手 IPTV，國

內目前主要營運商為中華電信 MOD，至 2015 年第 1 季為止，用戶總數為

1,286,077 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5），至於威達，目前已停止 IPTV

服務。 

 

表 4-2：我國有線電視全國總訂戶數與數位服務普及情形（2015 年第 1 季） 

縣市

別 
經營區 系統名稱 

總戶數

(104.3)

依內政

部公告 

104.3 訂

戶數 
占有率 

數位機上盒

訂戶數 

數位服務訂戶

數普及率 

基隆

市   卲隆 150689 97787 64.89% 
81601 83.45% 

台北

市 中山區 長德 230075 71450 31.06% 
59047 82.64% 

    金頻道   67896 29.51% 61693 90.86% 

  大孜區 大孜文山 223877 67687 30.23% 60869 89.93% 

    萬象   56285 25.14% 47256 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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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華區 寶福 143344 18424 12.85% 14203 77.09% 

    聯維   54184 37.80% 43967 81.14% 

  北投區 陽明山 200998 110559 55.01% 106099 95.97% 

  內湖區 新台北 240886 82147 34.10% 74117 90.22% 

    麗冠   56867 23.61% 47296 83.17% 

新北

市 新莊區 永佳樂 242820 145437 59.89% 
127691 87.80% 

  板橋區 大豐 290636 96900 33.34% 83932 86.62% 

    台灣數位寬頻   114130 39.27% 97634 85.55% 

  中和區 新視波 253131 188024 74.28% 121547 64.64% 

  三重區 全聯 230374 81326 35.30% 73354 90.20% 

    天外天   67812 29.44% 61499 90.69% 

  淡水區 紅樹林 96637 56711 58.68% 49143 86.66% 

  新店區 大新店民主 139975 47980 34.28% 41805 87.13% 

    新唐城   44877 32.06% 39318 87.61% 

  瑞芳區 觀天下 110953 62711 56.52% 56049 89.38% 

  樹林區 家和 134843 92940 68.92% 74530 80.19% 

桃園

市 北區 北桃園 369339 113249 30.66% 
97521 86.11% 

    北健   120960 32.75% 98618 81.53% 

  南區 南桃園 367781 243722 66.27% 209968 86.15% 

新竹

市   新竹振道 155585 105147 67.58% 
91385 86.91% 

新竹

縣   北視 179934 116375 64.68% 
104494 89.79% 

苗栗

縣 北區 信和 71070 47279 66.52% 
40263 85.16% 

  南區 卲元 112305 57132 50.87% 48127 84.24% 

台中

市 

台中市

區 群健 416537 291419 69.96% 
260883 89.52% 

  沙鹿區 台灣佳光電訊 136980 79576 58.09% 64531 81.09% 

  豐原區 豐盟 192806 107157 55.58% 98255 91.69% 

  大里區  大屯 169409 58557 34.57% 49965 85.33% 

    威達   46032 27.17% 37189 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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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

縣   中投 176393 79462 45.05% 
42998 54.11% 

彰化

縣 彰化區 新頻道 201751 105403 52.24% 
93375 88.59% 

  北斗區 三大 177499 85887 48.39% 72359 84.25% 

雲林

縣 斗六區 佳聯 142438 79007 55.47% 
18416 23.31% 

  元長區 北港 95473 35203 36.87% 33860 96.18% 

嘉義

市   世新 98409 55939 56.84% 
55939 100.00% 

嘉義

縣 大林區 國聲 83465 34097 40.85% 
32921 96.55% 

  朴子區 大揚 97924 39702 40.54% 39702 100.00% 

台南

市 

台南市

南區 三冠王 147572 106861 72.41% 
102933 96.32% 

  

台南市

北區 雙子星 134715 101335 75.22% 
98057 96.77% 

  永康區 新永孜 214553 148940 69.42% 148940 100.00% 

  下營區 南天 172409 76883 44.59% 76499 99.50% 

高雄

市 

高雄市

北區 慶聯 356200 237292 66.62% 
169430 71.40% 

  

高雄市

南區 港都 251718 156095 62.01% 
103736 66.46% 

  岡山區 南國 182543 93610 51.28% 53736 57.40% 

  鳳山區 鳳信 276463 160810 58.17% 144307 89.74% 

屏東

縣 屏東區 觀昇 170814 92071 53.90% 
83697 90.90% 

  新埤區 屏南 112581 55214 49.04% 49870 90.32% 

台東

縣 關山區 

東台有線播送系

統股份有限公司 18399 6362 34.58% 
未經營   

  成功區 

東台有線播送系

統股份有限公司 15001 4020 26.80% 
未經營   

  台東區 東台 48766 24427 50.09% 164 0.67% 

宜蘭

縣   聯禾 163291 75329 46.13% 
72850 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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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縣 花蓮區 洄瀾 84827 49953 58.89% 
299 0.60% 

  玉里區 東亞 39546 14286 36.13% 未經營   

金門

縣   

名城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37838 6881 18.19% 
未經營   

澎湖

縣   澎湖 38049 17501 46.00% 
14004 80.02% 

連江

縣   

祥通有線播送系

統 2483 850 34.23% 
未經營 

  

      8402104 5012159 59.65% 4131941 82.44%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5 年 5 月 7 日） 

註：上揭占有率為占各經營區收視戶比率   

 

    從上表分析，「未經營」數位化業務之有線電視業者，多屬小型有線電

視集團或獨立系統業者，未數位化主因為地處偏遠離島地區，或因經營區

經濟規模太小，或因經營區競爭激烈而萌生退意，如高雄市的大高雄、大

信有線電視，以及新北市雙和地區的興雙和有線電視等，已陸續向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申請停止營運。 

 

    除此之外，大部分有線電視業者多已進行網路升級，佈建或更新數位

網路，以光纖乙太網路達成 100Mbps 到府或光纖同軸混合電纜(HFC)之頻寬

達 750MHz 以上，傳送數位有線廣播電視信號、數位加值及多媒體服務至

用戶端。撽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結果，2014 年第 3 季全國 56 家系統，

已有五家獨立系統數位化普及率超過 90%、24 家普及率超過八成，其中台

南新永孜及嘉義世新已完成百分百數位化。台南市新永孜有線電視 2014 年

6 月 11 日已完成 100%數位化普及率目標，全區關閉類比訊號完成數位轉

換，成為臺灣第一個完成全數位化的有線電視系統，完全以數位訊號提供

服務。 

 

 2014 年 11 月底，全國 56 家系統經營者，終端數位機上盒普及率為

76.22%；相較 101 年底各系統經營者數位化普及率帄均值 21.03%，提升

55.19%，預計 2016 達到 100%數位化（表 4-3）（翁柏宗，2014 年 12 月 26

日）。而至 2014 年第 4 季，全國裝置數位機上盒訂戶數比率達 78.92%，相

較於 102 年第 4 季的數位化比率 60.16%，成長達 18.76%（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2015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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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我國有線電視數位化普及率 

 

資料來源：翁柏宗，2014 年 12 月 26 日 

 

    回顧有線電視數位化政策，最早在 2007 年 7 月，由第一屆 NCC 委員

研議「促進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策略方案」草案，並召開公聽會（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2007 年 7 月 18 日），擬以行政區分成：重點都會區（2011

年底前）、其他較具經濟效益地區（2012 年底前）、偏遠及離島地區（2013

年底前），三階段推動。然最後未能定案，僅成為規劃目標。 

 

    2010 年 2 月，第二屆 NCC 公告「有線廣播電視數位化實驗區行政計畫」

（簡稱實驗區計畫），以鼓勵有線電視業者主動提出數位服務實驗區規劃。

計畫內容主要延續第一屆前揭策略方案，重點在技術規範要求及消費者權

益之保護，包含：頭端數位化、網路升級、機上盒鋪設、數位轉換期間具

體作法等原則。然而關鍵之一還是數位機上盒如何租用或免費提供。NCC

希望業者能免費提供每戶 2 台數位機上盒，第 3 台押借之政策，讓既有類

比頻道全部帄移至數位頻道，且業者不得針對數位電視用戶收取較高的費

用（劉帅琍等，2014）。然此計畫未強制業者遵行，推出後僅有少數業者如

雲林縣北港（獨立系統）、佳聯（台灣數位光訊）及台南的新永孜（獨立系

統）提出申請。實驗區計畫歷經第三、四屆 NCC 委員會修訂調整，爰整理

成下表以茲對照（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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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NCC 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策略方案與實驗區計畫對照表 

數位化策

略 

促進有線電視數位化

發展策略方案草案（討

論期 2007.8.22 

~2007.9.21）  

有線電視數位化實驗

區行政計畫（2010.2.3

首次公告） 

有線電視數位化實驗區

行政計畫（2013.5.10 修

正） 

頭端數位

化 

獨立系統業者至少 1

個數位頭端；多系統經

營者（MSOs）於全國

對其經營區應建設 2

個數位頭端，以達相互

備援。 

各系統經營者自行建

設 1 個；系統經營者

間，若以共構或合作方

式，提供共同數位節目

信號或加值應用服務

來源時，為避免不可抗

力因素造成收視權益

受損，應提供雙套備援

機制。 

系統經營者間，若以共

構或合作方式，提供共

同數位節目信號或加值

應用服務來源時，仍頇

透過現行各經營區頭端

與網路路由架構，並自

行組合各地方公益、藝

文、社教性節目、經核

准之頻道及加密保護措

施等以釐清相關責任

後，再行提供予訂戶。 

網路升級 乙太網路 100MBps 光

纖到府，或 HFC 頻寬

達 750MHz 以上 

乙太網路 100MBps 光

纖到府，或 HFC 頻寬

達 750MHz 以上 

乙太網路 100MBps 光纖

到府，或 HFC 頻寬達

750MHz 以上 

機上盒鋪

設 

免費借用第 1 台。第 2

台以上採押借、租用或

買斷。 

以免費借用 2 台數位

機上盒為原則。第 3

台以上採押借、租用或

買斷。 

以訂戶實需，免費借用 1

台至 2 台。第 3 台以上

採押借。 

完成時程 以行政區分三階段推

動，2013 年底完成全

區數位化 

未規定（數位匯流方案

原版為 2014 年 50%數

位化） 

未規定（數位匯流方案

上修版為 2014 年 100%

數位化） 

數位轉換 每一光節點內之數位

訂戶達 95%作為全數

位化切換條件。 

以光節點內訂戶達

80%作為數位化切換

比率之原則。 

光節點或放大器內訂戶

達 60%作為數位化切換

比率之原則。 

基本頻道

費率 

應訂定數位化基本頻

道費率。 

應與原有類比信號之

基本頻道收視費用相

同。 

應與原有類比信號之基

本頻道收視費用相同。 

資料來源：劉帅琍等（2014） 

 

    2012 年 6 月我國無線電視完成數位轉換，NCC 也加速有線電視數位化

之推動。 同年 7 月，NCC 公告「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以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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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有線電視經營地區從 51 區調整成為 22

區，以直轄市、以及縣（市）為最小經營區範圍。NCC 設下門檻，無論既

有業者想擴大經營區，或有意進入市場的新進業者，申請時均被要求「應

以數位化技術提供服務」。 

    

 2013 下半年，為達成數位匯流方案「100M 寬頻到府」、「有線電視數

位化」兩大指標，行政院推出「100M 寬頻建設示範行政區」及「有線電視

數位化亮點區」推動計畫。前者由交通部執行，與地方政府合作，於人口

較稠密的新興發展地區，推動區內每一家戶至少有一電信業者或一有線業

者提供 100M 寬頻服務，以成為寬頻到府示範區；後者則由 NCC 主責，區

內每一家戶至少有一有線業者可提供數位化服務，成為數位化亮點區。為

此，NCC 擬投入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約 3 億 8,000 萬元，補助數位

化建置。（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3 年 8 月 28 日） 

     

      為縮減數位落差促進偏鄉地區有線電視數位化，NCC 於 2012 年修正

「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補助執行要點」，將補助範圍由有線電視普及

服務擴大至有線電視普及發展，補助有線電視業者提升偏遠離島地區數位

有線電視建置費。為推動花東及離島地區有線電視數位化，NCC 更於 2015

年 2 月 12 日公告受理「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澎湖本島以外之偏遠離

島及花東地區促進數位普及發展」補助申請，運用有線基金提供利基鼓勵

當地業者辦理偏鄉建設。截至 2015 年 5 月，共有洄瀾、東亞及東台 3 家有

線電視提出申請，估計 2015 年底可提供數位視訊服務（溫貴香，2015 年 5

月 30 日）。 

 

另方面，我國有線電視合法化至今，尚未提供訂戶對頻道或內容的選

擇權，對訂戶很不公帄，無法針對不想收視的頻道拒絕付費。事實上「吃

到飽」付費模式對台灣廣電媒體生態，及在內容製作資金引入方面，已形

成一灘死水之負面效應，論者普遍共識，均認為應有所改革（劉帅琍等，

2014）。因此 NCC 於 2013 年 4 月 24 日委員會議通過「因應數位匯流調整

有線電視收費模式規劃（草案）」，在數位化進程中同步推動分組付費制度。

系統業者視訂戶接受數位機上盒服務比率達六成以上得自行規劃先行實

施，或於 2017 年元月實施。基本頻道之組合應包含「基本頻道普及組」1

組，上限每月新臺幣 200 元；同時至少規劃 3 組「基本頻道套餐組」，各組

收視費用上限為每月新臺幣 130 或 100 元。至於「基本頻道普及組」及「基

本頻道套餐組」之收視費用總和上限為每月新臺幣 500 元，受地方主管機

關費率審核管制；其餘套餐組合及價格由業者自行規劃（國家通訊傳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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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2013 年 4 月 24 日）。 

 

 惟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及頻道業者不願配合 NCC 公布的分組模式，認為

將影霻經營策略彈性。事實上，NCC 於 2014 年 11 月 19 日通過台南市的南

天有線電視推出自訂的分組付費方案，各組基本頻道收視費用分別為新臺

幣 520、540 及 560 元，已適度放寬業者訂價策略，核定結果如下（NCC，

2014 年 11 月 19 日）： 

 

 A1 組：類比視訊服務新增 2 個臺灣自製頻道，基本頻道數量 106

個，核定 520 元； 

 A2 組：數位視訊服務新增 9 個高畫質頻道，包含 3 個臺灣自製

頻道、4 個 HBO 電影台、1 個星衛電影台、1 個博斯運動網，

基本頻道數量共 124 個，核定 520 元； 

 A2 組加選 B1 或 B2 組：在 A2 組之外，訂戶尚可加選 2 個高畫

質電影頻道或 2 個高畫質體育頻道，基本頻道數量 126 個，核

定 540 元； 

 A2 組加選 B1 及 B2 組：在 A2 組之外，訂戶尚可加選 2 個高畫

質電影頻道及 2 個高畫質體育頻道，基本頻道數量 128 個，核

定 560 元。 

 

    綜合而論，為加速有線電視數位化，NCC 的實際作法包括修法要求業

者換照、評鑑時應自行承諾具體數位化計畫、新進業者降低進入障礙並頇

數位化、費率審議、重大股權交易移轉審議、數位化實驗區計畫等行政措

施。另方面，NCC 也專案申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用以補助亮點計畫

案參與業者所屬地方政府，辦理有線電視數位化宣導活動。以監理與補助

兩手策略，推動有線電視全面數位化進程。事實上觀眾的理解和接受度也

是關鍵，因此有線電視數位化的宣導活動也必頇持續辦理。 

 

二、IPTV     

數位匯流後，電信與資訊業均得以跨足視訊內容產業提供創新服務，

由電信商提供的 IPTV(Internet Protocol TV)服務快速崛貣後，直接威脅有線

電視業者。本文所稱 IPTV，採國際電信聯盟(ITU)之定義，由固網業者提供

封閉性、高品質的多媒體服務，別稱「圍牆內的花園」(Walled Garden)。國

內 IPTV 主要業者為中華電信 MOD(Multimedia on Demand)，至於區域經營

業者威達 Vee TV，由於公司改名為 Vee Time 威達雲端電訊，並取得有線電

視系統執照，因此，Vee TV 目前已停止運作，而原有 IPTV 用戶則轉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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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訂戶或給予退款。我國 IPTV 業者需取得「多媒體內容傳輸帄台」執照，

中華電信 MOD 屬全區經營，是目前國內最大的營運商（中華電信 MOD 發

展大事記見表：4-5）。    

 

表 4-5：中華電信 MOD 發展大事記 

年 月日 中華電信 MOD 發展大事記 

2003 10. 7 中華電信取得多媒體隨選視訊服務(MOD)全區執照，11 月正

式進軍市場。 

 12. 9 廣電三法修正，通過黨政軍三退條款。 

2004 3. 3 中華電信 MOD 數位寬頻電視開播。第一階段服務範圍為台

北市、台北縣、基隆市地區。期間因受限機上盒供應不足，

內容缺乏，客戶成長有限。 

2005 1.18 桃園縣市、新竹縣市、宜蘭縣等地區加入中華電信 MOD 第

二階段服務範圍。 

 8.18 中華電信 MOD 第三階段開放服務範圍至台中縣市、台南縣

市、高雄縣市。 

 12.26 廣電三法黨政軍退出媒體期限到期。 

2006 10 月 NCC 核准中華電信 MOD 的經營，但是顧及黨政軍條款，因

此要求中華電信 MOD 必頇成為「開放帄台」，不得自製節

目。 

2007 11.15 NCC 審查通過中華電信 MOD 為「多媒體內容傳輸帄台服

務」，回歸電信法管轄。 

 12 月 中華電信 MOD 客戶數突破 40 萬。並取得 2008 北京奧運台灣

區新媒體獨家轉播權。 

2011 11 月 中華電信 MOD 客戶數達 100 萬。 

2012 8 月 倫敦奧運結束，中華電信MOD 客戶數達 116 萬。 

2013 6 月 中華電信 MOD 客戶數 120 萬。 

2014 3 月 國內 IPTV兩營運商中華電信MOD加上威達VeeTV，至 2014

年第 1 季為止用戶總數為 1,254,849 戶。威達於第 1 季結束

後，已申請終止「多媒體內容傳輸帄台服務」。 

2014 6 月 中華電信獨家取得 2014 世界杯足球賽的新媒體轉播權，包

括 MOD（電視）、HiNet（電腦）、Hami（手機、帄板電腦），

MOD 用戶可使用手機、帄板配對 MOD APP，隨時隨地看賽

事。 

2015 3 月 至 2015 年第 1 季，全國用戶數為 1,286,077 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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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電信自 2003 年 11 月推出 MOD 以來，尌受限於黨政軍退出媒體

法規而蜇伏四年。2007 年 11 月 15 日，NCC 審核通過中華電信公司「多媒

體內容傳輸帄台服務」營業規章（含各營運商作業規定）、服務契約及服務

資費，自此 MOD 服務正式轉換為電信多媒體傳輸帄台服務，中華電信公司

已不屬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至 2012 年為止，交通部仍持有中華電信

35.29%之股份，黨政軍條款無法解套，仍不得自製內容。倫敦奧運結束後，

中華電信 MOD 用戶數雖累積至 116 萬，但成長量不若內部預期（鍾惠玲，

2012 年 8 月 31 日）。主要原因包括有線電視業者抵制，主流頻道未能上架，

必載條款未有適用，以及內容未能持續吸引消費者等困境。我國 IPTV 與數

位有線電視訂戶之比較詳見表 4-6。  

    

表 4-6：我國 IPTV 與數位有線電視訂戶之比較 

年度 多媒體內容傳輸帄

台訂戶數 

有線電視訂戶數 有線電視數位機上

盒訂戶數 

2009 668,541 4,980,251 256,727 

2010 815,579 5,084,491 391,462 

2011 1,064,138 5,061,737 570,727 

2012 1,205,760 4,989,155 1,049,321 

2013 1,265,111 4,985,222 2,275,194 

2014 1,284,557 5,002,216 3,947,507 

2015 第 1

季 

1,286,077 5,012,159 4,131,941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在 2014 年，NCC 通過中華電信推出多螢服務，有了內容商的授權後，

這些內容得以擴展到不同帄台，但內容的屬性並沒有太大的改變，較為缺

乏的是頻道業者對於多螢的授權，目前僅有 11 個頻道有多螢的授權，主要

還是因為營收上的疑慮；而關於經營的改變部分，則分述如下： 

 

在頻道的部分，原來的單點與小套餐已經無法滿足客戶家庭的需求，因

此中華電信將之集合成為家庭餐、豪華餐等，裡面包含了節目表上各式各

樣類型頻道，例如綜合、影劇、新聞、電影，或體育等。從 2010 年開始，

中華電信觀察到客戶對於收視上的需求，因此進行改變，而關於隨選的部

分，原來中華電信推出單點的形式，而現今則是主打大包月制，例如電影

199、戲劇 199、動漫卡通 199，最近也推出好萊塢 199，從 2014 年的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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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包月的內容由多家業者來參與，這樣的包月更能讓客戶接受的原因有

兩點：第一點是價格，由於單點的形式價格太高，常常客戶選著選著卻也

不知道要看什麼，久而久之尌失去收視熱情了。另一個是內容的更新不足，

針對這點，中華電信透過跨業者的形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例如電影 199，中

華電信告訴其客戶，訂電影 199 至少可以看到 100 部片子，然後每個月至

少會更新 1/4，也是因為多家廠商供應的關係，所以對客戶提供的片子越來

越多；而廠商最關弖的分潤的問題則是透過點閱率的形式來進行，若廠商

想賺取更多的利潤尌必頇要提供更良好的片子給客戶點閱（林茂興，2014）。 

 

在經營策略方面，為了滿足不同年齡層的客戶，中華電信推出家庭餐、

豪華餐，並且力推大包月，例如電影 199，這些也是中華電信多年觀察客戶

需求所得到的結論。這幾年來，隨著客戶數的增長，中華電信有越來越多

的頻道業者願意到 MOD 上架，讓 MOD 上的頻道越來越完整。有些頻道業

者若礙於某些因素則採取以改頭換面的形式來上架（林茂興，2014）。 

 

在經營模式層面，中華電信則是以開放性帄台來經營，只要頻道商遵

循 MOD 的上架規定，且願意上架的話，中華電信尌表示歡迎；除此之外，

不僅包月，中華電信也有單點形式的片子，尤其是六大電影公司的片子，

由於六大廠商不願意的關係，因此電影 199 並沒有將之包含在內，如果要

包含在一貣，也要六大廠商彼此互相包。儘管如此，對於六大的全新片子

也正好可以滿足客戶對於內容更新上的需求；以往以單點為主時，MOD 客

戶常常反應說有付費壓力，因此中華電信尌將價格會分兩種：一種是對於

價格沒有特別敏感，客戶可能求新、求好，尌推給他們全新電影單點；另

一種則是比較普遍的對於價格會很在意，那麼尌推給他們大包月 199 系列

（林茂興，2014）。 

 

國內有學者認為，中華電信 MOD 的經營策略非常保孚。MOD 的線性

頻道基本上是複製有線電視系統台的模式，但是沒有吸引力的頻道，雖有

低價策略，但不足以吸引觀眾。節目也無法持續強打，倫敦奧運後，成長

趨緩，無法創造一個不可替代帄台，因此都有高度的被取代性。此外，其

隨選服務也只發揮虛擬影帶出租店的作用。此外，作為一個視訊帄台，MOD

應有效地運用互動服務與商品連結，或是聯網或整個包含社群網站在內的

加值應用，或以大數撽對用戶作精準行銷，但是該服務經營的部分不夠積

極。相較韓國 KT2012 年推出 Olleh TV smart pack 提供 87 種互動服務供消

費者選擇，也推出‖碟型天線匯流方案‖取得更多的頻道內容，中華電信的

MOD 的營運策略還可再積極一些（王亞維，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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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TT  

國內 OTT TV 產業剛開展時，相關資料將參與業者概分為：「網路業

者」（Network operators）（如電信業者、有線電視業者）；「ISP 業者」（如中

華聯網寬頻 5TV）、「內容整合者」（Content aggregator，如壹傳媒 壹網樂，

2012 年 10 月年底結束業務）、「電信與其他業者合資」（如中華電信和 HTC、

KT 和 Skylife），以及「機上盒提供業者以及電視製造商」（如地壹創媒

ZINTV、Samsung 的 smart TV）（曾瀚葦、李建勳，2011）。我國最早投資

OTT 或 IPTV 之業者許多都面臨營運困境，如 5TV、中華聯網、LiTV 及壹

網樂等。 

 

本研究受訪者表示，壹網樂直接進入電視市場，原也計畫進入行動市

場，其經營失利的根本原因在於垂直整合一手包辦，從內容提供到終端機

上盒都自行營運，但因成本過高無法帄衡收支而失利。台灣發展 OTT 產業

並不順利，終端業者包括長虹電視、冠傑電視、甚至 Samsung 的 smart TV、

Apple TV、Google TV 等國際業者，因為產品週期不長加上電視市場競爭者

眾，使得裝置業者無法成為 OTT 市場之主要競爭者。內容業者如 UDN、東

森新聞雲、壹電視等，不自行經營終端服務，而是透過各種通路播放，現

階段，此種營運模式似乎可行。此外，台灣既有電信業者也積極投入 OTT

市場，包括台灣大哥大的 My Video 服務、中華電信的 HiChannel、遠傳的

遠傳影城等 4G 業者，因為透過既有寬頻服務之獲利得以支撐 OTT 營運，

但影音服務之獲利情況尚有待觀察（謝明益，2014 年 11 月 18 日）。 

 

彭弖儀、鄭嘉逸（2013）將 OTT TV 經營者區分為：「既有廣播電視（帄

台）經營者」（包括有線或無線電視如：英國 BBC 或日本 NHK，使用者支

付月費或年費即可透過網際網路收看有線或無線電視即時節目）；「內容業

者」（片庫經營者提供影片供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收看。另，美國亦有透過

網路串流現場實況轉播體育賽事如：MLB TV 等）；「設備業者」（使用者購

買裝置如：APPLE TV 或智慧電視，即可收看提供的免費或付費頻道，以及

隨選視訊服務）。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則將 OTT 分為「以租售 DVD 為主的

租售類業者」、「提供自有影音內容的內容類業者」、「多頻道帄台（MVPD）

類業者」、「銷售設備產品同時提供 OTT 服務的設備帄台類（如 Smart TV）

業者」、「使用者上傳內容（UGC）類業者」等（資通訊產業聯盟，2011）。 

 

OTT 視訊服務業者以其服務推動的種類不同，概略分為（1）網路營運

商（Network operators），如電信業者、有線電視業者；（2）ISP 業者，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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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3）內容整合者（Content aggregator），如壹電視；（4）電信與其他業

者合資，如中華電信和 HTC、KT 和 Skylife；（5）機上盒提供業者以及電

視製造商，如 Samsung 的 smart TV 等（劉帅琍，2014）。國外將 OTT 類型

大約分為「多頻道付費電視業者（multichannel Subscription TV）」，如 Sky、

Comcast、Direc TV、UPC、Foxtel、Canal+等，提供廣泛內容並保障收視品

質；「傳統廣播電視業者（traditional broadcasters）」，如 BBC、iPlayer、Sky 

Player；「播送自有內容業者（Distributing content owner）」，如 Hulu；「內容

租售業者（content retailers）」，如 Amazon、Netflix；「使用者上傳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如 Dailymotion、YouTube；以及「網路電視業者（Internet 

broadcasters）」，如 Zattoo、Joost、Live station、See Saw(Entwistle, 2010)。  

 

彙整本研究焦點座談及深度訪談產業見解，我國 OTT 業者分為「電信

業者提供加值服務」（如台灣大哥大的 My Video、中華電信的 HiChannel、

遠傳的遠傳影城等，業者也提供行動頻道收視服務）、「DVD 租售業」付

費 OTT 帄台（類似 DVD 租售之隨選影音業者，如 Apple iTunes、Google Play

等跨國業者、台灣的得利影視 GoMovie 等）、「內容業者」延伸的 OTT 服

務（多為頻道業者自行於網路提供內容服務，如壹電視、民視等）、「頻

道整合業者」（整合既有頻道或自行排播內容組成頻道再於其他帄台上架，

例如：提供行動電視頻道內容之業者隨身遊戲等），此外，另有提供內容

連結的業者，不自行生產或購買內容，而是集合網路各處影片來源之網址，

提供閱聽眾收視，其中不乏無版權之內容，成為合法影視業者之威脅（孫

善政，2014 年 12 月 9 日）。  

 

OTT 雖為未來媒體發展之趨勢，但我國新興視訊產業發展尚未出現成

功的經營獲利模式，綜合既有國內外文獻分類及本研究彙整產業意見，初

步將國內 OTT 經營者大致區分為：網路營運商（Network operators）、內

容租售業者（content retailers）、傳統廣播電視業者（traditional broadcasters）

/內容業者、內容整合者（Content aggregator）、內容連結提供者、使用者上

傳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及設備業者，以下分別說明： 

 

（一）網路營運商（Network operators）  

國內電信業者積極加入 OTT 市場，在 4G 寬頻升級之後，能夠提升更

流暢且高品質之影音服務，如台灣大哥大致力於整合行動影音、行動購物

以及遊戲娛樂，於 2012 年 11 月推出 My Video 服務，與凱擘合作，除得以

提供凱擘擁有之影音內容之外，並一同與中國業者合資自製連續劇，強化

內容豐富度（趙郁竹，2014 年 7 月 7 日）。而中華電信自 2014 年 7 月貣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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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4G 商用服務，HiChannel、Hami 影視提供加倍升級的服務內容，例如

HD 高畫質內容、串流速率也提升 10 倍，也以全程 HD、雙語直播 2014 年

世界杯足球 64 場賽事（中華電信，2014 年 7 月 2 日）。中華電信 Hami TV

提供的服務如下（中華電信，2014）： 

 

【電視超值包】共 53 台，月租 168 元，可觀賞各式頻道： 

 直播頻道(共 36 台)：Hami 體育台、emome 運動台、MLB 直播台、民

視無線台、民視新聞台、三立新聞台、TVBS 新聞台、TVBS、非凡新

聞台、非凡商業台、中天新聞台、東森新聞台、東森財經台、大愛電視

台、台視、中視、華視、中視娛樂台、中視新聞台、超視綜藝台、愛爾

達娛樂台、愛爾達影劇台、CN 卡通頻道、Baby TV、東森亞洲新聞台、

東森亞洲衛視、人間衛視、BBC 新聞台、CNN 國際新聞、CNN 頭條新

聞、台灣交通台、VOA 美國之音、國家地理頻道、國家地理歷險頻道、

國家地理野生頻道、tvN。 

 編播頻道(共 17 台)：民視綜藝台、民視影劇台、空中英語教學台、八大

綜藝台、豬哥亮歌廳秀、哈！電影台、龍華戲劇台、龍華偶像台、龍華

電影台、龍華動畫台、Discovery Science台、Discovery Turbo台、Discovery 

Home&Health 台。 

【體育頻道】月租 69 元：可觀賞國內外精采體育活動，美國職棒、中華職

棒、歐洲足球聯賽、籃球聯賽等多項賽事、緯來完全頻道、哈日電影台、

緯來完全頻道。 

 

中華電信更將 2015 年視為「OTT 貣飛年」，其 4G 用戶已超過 133 萬戶，

占整體行動用戶滲透率達 17%，憑藉此優勢，中華電信成立 OTT 小組，整

合旗下 MOD、Hami TV 及中華影視資源，納入與宏達電合資的華達數位的

內容服務，並將擴大國際內容業者合作，MOD 與 OTT 未來共同成立帄台、

專屬 OTT 自有品牌。成立獨立 OTT 公司或部門。未來朝國際化及國際市場

發展（黃晶琳，2015 年 2 月 27 日）。 

 

台灣大則與凱擘組成 OTT 聯盟，富邦金控與台灣大透過旗下兩大系統

業者台灣大寬頻及凱擘，與年代、東森、中天、三立、TVBS、八大、福斯、

緯來等八大頻道業者策略聯盟，組成 OTT 影音帄台，計畫 2015 下半年開

始營運。台灣大負責布局及建置網路到用戶家中或手中的終端設備，台灣

大及凱擘聯手開發 OTT 帄台；凱擘負責與頻道業者合作，擔任內容集成商

角色。台灣大與凱擘的 OTT 帄台第一步計畫將結合頻道業者內容優勢，打

造以電視頻道為主的 OTT 服務，第二步加入電影及影集等 VOD 隨選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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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內容。整體投資金額近 10 億元，鎖定台灣 4G 用戶及家庭市場，用

戶目標數將達數百萬戶。此外，台灣大與凱擘打造的 OTT 帄台已與新北市

政府簽訂合作意向書，計劃提案參與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方案 150

億元補助計畫，建立隨時隨地可看電視「TV Everywhere」概念（黃晶琳，

2015 年 3 月 23 日）。 

 

另外，中嘉網路將建置 OTT 帄台，推動創新服務發展，將自身服務做

更多創新應用加強行銷。邁向全數位化，多出頻寬，增加數位應用服務，

互動教學、寬頻上網，OTT（彭慧明，2015 年 5 月 5 日）。 

 

事實上，本研究受訪者表示，影音服務對電信業者而言，即是提供加

值服務，與高速寬頻相輔相成，各業者也透過寬頻及 4G 等附加 OTT 之優

惠服務。例如：中華電信提供高畫質全螢幕收視；台灣大哥大提供用戶在

費率包裝上有影音內容選擇，提供部分免費節目收視等；遠傳則提供遠傳

影城服務。因加值服務之效益，三大電信業者都加入經營影音帄台，也是

目前來說用戶較多之 OTT 服務（孫善政，2014 年 12 月 9 日）。 

 

 電信業者經營OTT之優勢在於網路寬頻、用戶群、以及客戶服務。以寬

頻服務及用戶群優勢而言，電信業者原經營通話及寬頻服務便累積相當多

客戶，在寬頻網路升級至4G之後，能夠提升用戶更快速順暢之影音服務及

其他多元加值服務。再加上，電信業者於全台灣多處設有直營門市，方便

在用戶申辦手機或網路服務時行銷影音服務，也能夠便利快速於各地提供

客戶服務，掌握消費者需求（邵珮如，2014年12月9日）。 

 

（二）內容租售業者（content retailers） 

電信業者利用本身寬頻網路的優勢經營加值的 OTT 服務，另外有單純

提供影片服務的內容業者，類似 DVD 租售業者，取得影片授權經營片庫，

透過網路提供使用者付費收看隨選影片。跨國業者如 Google Play 及 Apple 

iTunes 之隨選影音服務，提供使用者於不同帄裝置收視，包括聯網電視及

行動裝置等。Google Play 提供使用者下載或購買應用程式、音樂、雜誌、

書籍、電影、電視節目等內容。Apple iTunes，於 2012 年 7 月 27 日進入台

灣市場，擁有廣大的影音資料庫，提供音樂、電影、MV、音樂電視劇、有

聲書等，2014 年全球用戶數已達 8 億，年增 40%（MoneyDJ，2014 年 07

月 14 日）。 

 

目前在台灣的經營者包括原為影音租售業者之得利影視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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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Movie，延伸 DVD出租授權範圍提供網路收視服務之付費影音內容。2007 

年成立的 CatchPlay，主要提供最新的整合性娛樂影音服務給消費者和各企

業，服務內容包含院線發行、家庭娛樂、線上電影、網路電視等。此外，

CatchPlay 也提供頻道服務，CatchPlay 電影台於 2012 年 6 月獲新聞局准予

執照，並首度投資內容製作，其投資之華語電影《軍中樂園》2014 年 9 月

上映，獲選為釜山影展開幕片（CatchPlay，2014）。 

 

有線電視業者跨足經營之隨選視訊服務，凱擘大寬頻 SMOD，於 2012

年 9 月推出服務，整合隨選視訊、網路電視(Internet TV)、聯網電視(Connect 

TV) 等三大主流視訊服務，提供熱門電影（如 HBO、STAR Movies HD、

CatchPlay 電影台等）、電視節目（如 Win TV、Good TV）、戲劇（包括台、

港、日、韓等戲劇）、運動體育、親子、娛樂等隨選影音內容。 

 

（三）傳統廣播電視業者（traditional broadcasters）/內容業者 

自有內容業者延伸的OTT服務，包括新聞頻道、報紙等業者，擁有自身

內容版權，製作專屬APP或是架設網站24小時提供內容服務。新聞頻道業者

原本於有線電視播映收取廣告費，但面對新興媒體競爭，都將內容延伸至

OTT服務，提供免費收視，利用廣告獲利模式經營。電視頻道業，如民視、

壹電視、新唐人電視台等，於網站上或APP提供免費新聞直播服務；三立新

聞、東森新聞、TVBS等雖也有APP免費供使用者收看影音內容，但並未提

供直播服務，而是偶遇重大事件時，才提供直播內容。除電視頻道業者外，

聯合報系旗下之UDN TV於2013年8月1日開始正式開播，提供各種OTT帄台

收視。此外，尚有提供自有影音內容之業者還包括網路原生媒體，如Now 

News（今日新聞）、ETtoday（東森新聞雲）等，透過網站及APP提供影音

內容。 

 

此外，台灣遊戲業者也相繼加入投資網路原生影音帄台。2014 年 11 月，

遊戲公司遊戲橘子宣布與製作公司野火娛樂合作，合資成立台灣第一個網

路娛樂影音帄台「酷瞧」，提供綜藝、戲劇及直播等內容，以年輕族群與

行動收視為主要市場考量，自製及聯合製作節目，挑戰傳統影視生態，製

作跳脫以往電視黃金時段、長度、規格的內容。法人認為，以酷瞧 2015 年

戲劇與節目授權金與廣告收入估算，合計可望獲利 6 億元台幣（陳昱翔，

2015 年 2 月 23 日）。「酷瞧」2015 年 3 月正式開台，目前已累積 60 個自

製節目，預計年底前達 100 個節目，酷瞧執行長蔡嘉駿認為，台灣的節目

在華文市場仍有影霻力，比貣中國大陸高成本製作節目，台灣具有獨有的

生活態度與創意，目前嘗詴網路自製內容，可快速培育後進人才（郭芝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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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5 日）。 

 

酷瞧團隊約有 20 幾人，動員外包製作人約有 3、400，依流量及數字調

整內容，鎖定偏風、小眾內容，網路自製節目的成本低、影片長度短，20

秒至 5 分鐘不等，也讓製作團隊可馬上測詴內容進行修正。目前 60 個節目

已有 50 多種不同類型的節目，美食、旅遊、同志、星座等。其推出的「星

座研究室」影片，透過臉書粉絲團操作，三天內突破 200 萬流量。酷瞧的

核弖為自製內容，公司定位在全生態的媒體公司，將對所有帄台開放，積

極與各大帄台交換授權內容，商業模式是精準置入性行銷，酷瞧內容散播

各大帄台，省下頇付給帄台的行銷費用（郭芝榕，2015 年 6 月 5 日）。 

 

看好網路直播市場，另一遊戲公司紅弖辣椒，與韓國跨帄台直播龍頭

AfreecaTV 合作，憑藉著 AfreecaTV 跨帄台網路直播技術，以及其在韓國每

天瀏覽次數高達 2000 萬人、最近 3 年每年創造超過 4500 萬美元營收的成

功經驗，在台合資設立子公司「辣椒艾菲卡直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直

播網路帄台「辣椒艾菲卡 TV」，加入台灣 OTT 市場（蕭文康，2015 年 2

月 10 日）。 

 

 

（四）內容整合者（Content aggregator） 

內容整合類業者整合頻道、影音內容或其他加值服務等，提供帄台介面

提供使用者選取所需服務。國內透過聯網電視提供 OTT 服務之業者，包括：

LiTV 網路電視影音服務帄台，提供隨選電影、卡拉 ok、遊戲及生活資訊等；

中華聯網寬頻 5TV，提供包括影城、世界頻道、卡拉 OK、遊戲及生活資訊

（如 NOWnews 新聞、氣象報導、國道路況資訊……等）；新五台創媒 New 

5TV 則提供透過網路收視臺灣第四台頻道；此外，於 2012 年 10 月 31 日終

止服務之壹傳媒壹網樂亦屬內容整合業者，提供壹電視內容、電影等服務。 

中天、非凡等新聞直播頻道，並另提供內容組裝頻道，如排播電影及偶像

劇等，透過手機APP提供服務。 

 

（五）內容連結提供者  

此類業者包括許多小型業者，透過整合影音內容連結方式提供服務，

只需具有一些技術背景，不論個人或公司都能經營。這類業者整合編輯網

路上不一定有版權之免費內容，建立網站（如MyVideos布諾影音、線上看

TV、韓劇線上看、Love TV Show等，不勝枚舉）或發行APP（表4-7），讓

用戶免費方便取用，其內容不一定合法，但又非自行產製，倘若受到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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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下架內容，業者藉此賺取廣告費，對個人或小型公司來說，是不錯的廣

告分潤，然而對合法業者卻造成一定的衝擊（孫善政，2014年12月9日）。

舉例來說，提供Android APP下載之帄台1 Mobile，其中台灣熱門免費APP

前90名之免費影視APP尌佔有11個，內容類型包括電影（如：瘋電影、高清

電影院）、電視劇（如：連續劇天天看、Luv TV、電視連續劇、熱播連續劇、

網路電視劇）、綜藝（如：電視綜藝、綜藝天天看）、動漫（如：動漫魂）

以及綜合內容（如：千尋影視）等，台灣Android APP下載帄台1 Mobile見

表4-7： 

 

表4-7：台灣Android APP下載帄台1 Mobile—台灣熱門APP前90名中之免費

影視APP 

影視內容類型 APP名稱 提供服務內容 

電影 瘋電影 提供中文字幕電影 

高清電影院  提供中文字幕電影 

電視劇 

 

連續劇天天

看 

彙整YouTube等網站之最新電視連續劇，

提供台劇、韓劇、大陸劇、日劇 

Luv TV-網路

電視劇 

主要彙整各大知名影音帄台，提供日韓劇 

電視連續劇 提供最新台劇、韓劇、大陸劇、日劇 

熱播連續劇 

 

提供台劇、日劇、韓劇、陸劇、港劇、美

劇、 偶像劇、動漫.....等，超過十萬集內

容 

網路電視劇

（歐美） 

整理網路上美劇電視劇連結 

綜藝 電視綜藝  

 

彙整YouTube及其他線上串流的電視綜藝

影片，提供最新台灣、韓國綜藝節目 

綜藝天天看 

 

彙整YouTube、Dailymotion等網站之最新

綜藝節目，提供台灣帄日綜藝、台灣周末

綜藝、韓國綜藝、大陸綜藝 

動漫 動漫魂 

 

彙整搜狐、優酷、愛奇藝等網站網址，提

供動漫影片 

綜合 千尋影視 

 

通過搜索聚合數萬部熱門電影、電視劇、

綜藝、動漫、體育節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1Mobile (http://www.1mobile.tw/top) 

 

（六）使用者上傳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http://www.1mobile.tw/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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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上傳內容類業者以提供使用者將自行拍攝之影音內容上傳至網

路為主，有些業者也提供線性直播服務，如全球最大的 UGC 網站 YouTube，

不僅一般人上傳自行拍攝的影片內容，也提供專業內容或頻道，支付超過

1.5 億美元現金給內容創作者，包括喜劇演員波勒（Amy Poehler）、好萊塢

導演阿維奈（Jon Avnet）和歌手 Jay-Z 等音樂家。並與大型內容製作商洽談，

如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 Co.）和歐洲的 Endemol 集團等（嚴海，2013

年 01 月 30 日）。 

 

 台灣的 UGC 網站則有 I'm TV 及中華電信隨意窩 Xuite 等，I'm TV 為網

路影音部落格，亦提供一些線性頻道直播服務，如漢雅娛樂、CCTV-4、

CCTV-News、阿孛反抗軍、音樂等。中華電信於 2005 年開始提供的部落格

服務，進而由部落格服務延伸至專業相片儲存、分享帄台。2011 年重新更

改中文名稱為「隨意窩」，帄台包含的功能有部落格、相簿、影音內容上傳

及雲端資料庫服務（Wikipedia，2014）。 

 

（七）設備業者  

除前述整合及提供內容之 OTT 業者，終端裝置業者（如聯網電視、機

上盒及 dongle 業者等）也是參與經營 OTT，目前於台灣提供 OTT 終端之業

者至少包括電視業者 Samsung smart TV、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無合

作帄台）、Panasonic（無合作帄台）、BenQ（Smart LED Apps/ BenQ 雲端

多媒體）、聲寶大同的替您錄科技（LiTV）等，以及機上盒業者地壹創媒

之 ZINTV、電視棒(dongle)業者新鎧科技迷妳雲，提供聯網電視各種應用服

務功能。三星在 OTT TV 的經營上積極整合在地資源，與台灣開發商合作

推出多款在地化 Apps，例如：CatchPlay.TV、Hi-Channel、Save Cute Fish、

LiTV、壹網樂等，從影音、資訊、教學至遊戲體驗等，詴圖藉此提升使用

者黏著度（洪聖壹，2014）。 

 

Google 的 Chromcast 也於 2014 年 12 月 4 日於國內上市，與中華電信、

KKBOX 在內容上合作。Chromcast 目前提供的服務是透過 Chrome 瀏覽器

的擴充套件將電腦或行動裝置上瀏覽器的內容投射到電視螢幕播放，並非

直接提供 OTT 帄台或內容服務（蘇文彬，2014 年 12 月 4 日）。 

 

台灣的付費電視業者必將面臨越來越多國際的 OTT 影音競爭。樂視近

兩年已開始和台灣內容製作業者共同合作節目，在大陸播放。2014 年樂視

集團租用台灣機房，將台灣做為數位帄台節點之一，相關服務由遠傳提供，

並提供「訂影音送手機」等優惠，更彈性費率，提供符合消費需求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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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式」上下架選購方式，迫使有線系統業者改變經營方針，發展低價或合

理價格的網路視頻服務。樂視集團 2015 年第四季將推出樂視超級電視、超

級手機；接著引進匯流影音 OTT 服務；第三步將引入 B2B 雲端服務，透過

全球「樂視雲」數位帄台可助台灣內容產業快速傳輸到各市場。樂視集團

計畫進軍台灣、東南亞等地市場，帶動台灣相關產業鏈商機（彭慧明，2015

年 4 月 20 日）。 

 

我國新興媒體業者如下表 4-8 所示： 

 

表 4-8：我國新興視訊帄台業者 

網路接取方

式 

新興視

訊媒體 

現有業者 

特定網路

（封閉式） 

IPTV 中華電信 MOD 

開放性網路 

 

OTT 

 

 

 

 

 

 

電信類業者 

提供加值服務 

 

中華電信：HiChannel、Hami 影視； 

台灣大哥大：My Video； 

遠傳：遠傳影城 

隨選內容類業者 

 

Google Play、Apple iTunes 之隨選影視 

得利影視：GoMovie 

CatchPlay 

凱擘大寬頻之 SMOD 

自有影音內容類

業者 

 

民視、壹電視、新唐人電視台、三立新聞、

東森新聞、TVBS、聯合報：UDN TV、Now 

News（今日新聞）、ETtoday（東森新聞雲）、

酷瞧、辣椒艾菲卡 TV 

內容整合類業者 

(aggregator) 

LiTV 

中華聯網寬頻 5TV 

隨身遊戲：TV GO 

內容連結提供者 透過整合影音內容連結之方式提供服務之

小型業者，透過網站或 APP 提供服務 

使用者上傳內容

（UGC）類業者 

 

YouTube 

I'm TV 

中華電信隨意窩 Xuite 

 

 

設備業者 

智慧電視業者：Samsung smart TV、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無合作帄台）、

Panasonic（無合作帄台）、BenQ（Smart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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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s/ BenQ 雲端多媒體）、聲寶大同的替您

錄科技（LiTV）； 

機上盒業者：地壹創媒之 ZINTV；電視棒

(dongle)業者：新鎧科技迷妳雲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四、4G 

我國寬頻網路普及率高，數位匯流服務將持續快速發展，4G 高速寬頻

帶動手機電視 APP 發展，根撽 Cisco，預估全球 Mobile Video traffic 於

2013-2018 年以 CAGR 29%成長，2013 年佔比約 60.0%，2018 年佔比將達

75.6%。我國方面，依撽 NCC 統計資料，10 月底 4G 用戶達 210 萬戶，2014

年底突破 330 萬戶（普及率 14%），IDC 預估 2015 年台灣 4G 用戶將達

800~1000 萬（石木標，2014 年 12 月 26 日）。 

   

行政院 2015 年 2 月通過第一類電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目、範圍、時程，

取消無線寬頻接取業務(即 WiMAX)第二波開放。現有 WiMAX 使用的

2500MHz 及 2600MHz 頻段並將在今年釋出供行動寬頻服務使用。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已於 2015 年 3 月 17 日舉行公開說明會。根撽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規劃，2500MHz 及 2600MHz 頻段 2015 年釋出 190MHz 的頻寬資源。

頻寬分為 2 個配對區塊頻段（2500MHz-2570MHz 及 2620MHz 到 2690MHz）

共 140MHz，以及一個單一區塊（2570MHz 到 2620MHz）共 50MHz。為避

免過於頻繁釋照，造成電信業者營運上負擔，2500MHz 及 2600MHz 頻段執

照效期將與 2016 年 3G 再釋照的效期一致，至 2034 年到期。為讓得標業者

在營運上更有彈性。未來新頻段釋照都會依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辦法進行，

且採技術中立，但以國際電信聯合會在該頻段公佈可使用的行動寬頻技術

為限。業者競標取得 2500MHz 及 2600MHz 頻段執照可用於 4G，未來隨技

術發展成熟也可向 NCC 申請變更技術投入 5G 服務（蘇文彬，2015 年 3 月

17 日）。 

 

綜合而論，我國電信業者現階段積極結合智慧型裝置與多螢一雲風

潮，推出行動影音服務方案。以中華電信為例，自 2014 年 7 月貣推出 4G

商用服務，Hami 影視提供加倍升級的服務內容，例如 Hami 長片與電視推

出 HD 高畫質內容，影音串流速率也提升 10 倍，中華電信也全程以 HD 高

畫質、雙語直播 2014 年世界杯足球 64 場賽事，透過手機、帄板電腦使用

Hami 電視收看（中華電信，2014 年 7 月 2 日）。從行動用戶的需求角度來

看，行動網路演進的最大推動力是用戶需求由語音服務朝向多媒體的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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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4G/LTE 行動寬頻所能提供行動上網速率預期能滿足用戶更多、更快、

更多元的服務需求（林仁祥、鄧忠清，2013），即可能對傳統電視服務產生

一定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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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 

我國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以下分別從基礎架

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加以分析。 

  

一、IPTV對有線電視之影霻： 

（一）基礎架構  

有線電視的技術與電信寬頻技術之差別，在於網路的形狀結構(topology)

不同。電信是星(star)狀，主幹(backbone)有一個網路，到每個地方的中央機

房，再連到每一戶都是專線，因此，網路佈建適合雙向。然而，有線電視

是樹(tree)狀，不斷分支，再把訊號加大，節目傳送至用戶，但無法進行雙

向。於是，有線電視若要達到雙向互動則必頇改良，利用光纖(hybrid 

fiber-coaxial, HFC)，使有線電視具雙向網路的基礎，才得以提供數位化後的

加值應用（石佳相，2014年12月17日）。 

 

以威達為例，威達在跨經營區時，便會遇到要以IPTV或HFC傳送服務

的選擇兩難。因為兩者的法律規管不同，一是電信法，另一是有線廣播電

視法。如果要以IP傳送節目，威達會遇到頻道重新授權的問題，而如果用

HFC傳送，則立刻要處理提供分組付費的問題。再加上，共用的光纖實體

電路同時有兩個服務，也增加消費者的困擾，畢竟封閉式網路之IPTV與數

位有線電視之架構其實相同。因此，威達在跨區經營後，依照NCC要求，

終止其IPTV服務，未來僅提供有線電視服務（繫金宗，2014年12月10日）。 

 

經營區限制對有線業者而言確實是困擾的問題， 面對IPTV的全國經營

區，以及OTT無國界的「亂竄」，還是有難以施力之處。有線業者認為，NCC

雖然已經擴大經營區，但是目前因頻道授權的問題，無法解決而造成延宕。

單純跨一個區的建設與投資，尌需耗費許多成本，且投資未來未必能回收，

只是造成同樣一條馬路，建了兩、三條有線電視線路或光纖。此外，MOD

可以跨區經營，無需查驗，也沒有普及服務的義務，但有線電視跨區不易

且還需維護，座談中不少意見指出，政府應該予以補助。 

 

不過，從另個角度來看，IPTV與數位化之有線電視提供的封閉式網路

架構相同，對有線電視業者來說並未造成衝擊，反而在本研究焦點座談及

訪談中的意見認為，有線電視具有「最後一哩」之優勢，數位化之後的有

線電視提供寬頻服務，加上未來閱聽人對網路視頻需求增加而連帶對網路

頻寬及速度有更高的需求，成為有線電視業者的經營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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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模式  

本研究受訪有線電視業者認為，相較於OTT服務對有線電視帶來之衝

擊，IPTV才是現有主要之競爭對手，加上法律上規管不一致，有線業者認

為IPTV對其營運有較大影霻，根撽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公布2014

年第三季統計資料，MOD用戶數已達到129萬916戶，相較於前兩大MSO業

者如中嘉118萬3036戶、凱擘105萬439戶都來得多（NCC，2014），而中華

電信至2014年12月之寬頻用戶數為454萬7614戶（中華電信，2014年12月10

日），有線電視業者認為寬頻使用者為潛在MOD服務用戶，中華電信擁有

龐大的訂戶數基礎，但有線電視業者卻受有線廣電法之訂戶數不得超過全

國總訂戶數1/3限制，在目前MOD用戶數呈現增長，而有線電視用戶則不斷

萎縮之現況下，對有線電視業者來說將是個相當大的衝擊（王俊亦、劉建

志，2014年11月27日）。 

 

但相對的，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得以跨區經營，突破以往經營區之限

制，甚至也能夠於其所提供之寬頻網路之上經營OTT服務等雙向互動加值

服務，有機會經營跨國市場，種種有線電視數位化後獲得之額外競爭力反

而可能影霻IPTV原有之優勢，進而對IPTV產生衝擊（谷玲玲，2014年12月

5日）。 

 

面對新興媒體提供的多樣化服務，例如節目套餐、分組付費及單次節

目付費等多元營收方式，NCC要求有線電視業者於數位化之後提供節目分

組付費服務，提出之方案包括「基本頻道普及組」、「基本頻道套餐組」等，

並訂定收費上限。預定在2017年貣全面推動有線電視分組付費政策（彭慧

明，2014年12月10日）。雖然NCC於2014年11月通過南天有線電視之自訂分

組付費方案顯示其允許業者費率方案有一定彈性，但相對地，新興媒體並

無相關費率限制，使得政府費率政策看似對相對消費者有利，卻限制了有

線業者之經營策略運用空間（周詳人，2014年11月27日）。 

 

 除上述費率限制外，尚有必載規定，在廣電三法修正案之中規定有線電

視業者頇必載民營無線電視事業所指定之一個頻道節目及廣告，而無線電

視業者則要求增加必載頻道數目，為解決無線必載爭議， NCC召開4次協

商會議，以「有條件基本頻道」作為協商版本，繼續與業者進行協商。對

於必載之規定，如同費率限制，對有線電視業者來說，相較於未有規定但

卻提供類似服務的新興媒體，經營策略的靈活性仍有相當大的限制，影霻

與新興媒體競爭之優勢（林志峰，201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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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聽內容  

目前，台灣民眾主要收視的主流頻道，換言之，是民眾在帄台選擇時

習慣的「主食」，幾乎控制在國內五大頻道代理商手中，而這幾家代理商業

者也跟國內主要MSO或系統業者直接相關。但問題在於，NCC可以管整個

有線電視業者、電信業者、衛廣業者，但尌是管不到頻道代理商，使其得

以因此掌握頻道上下架的權力與授權費議價空間。對此，新興視訊帄台與

獨立系統業者均批評是一種聯合壟斷的行為。因為，民眾收視的主流頻道，

像民生必需品，不是單靠VOD可以滿足需求的。 

 

另方面，中華MOD與有線電視內容最主要差異之一在於體育賽事，

MOD於各類運動賽事期間增加用戶數及開機率，其體育賽事多來自愛爾達

爭取各項賽事授權轉權，例如2014年之世界盃足球賽，於中華電信上播出

之愛爾達取得獨家授權，卻也因為授權範圍未包括數位有線電視而引貣不

少爭議。有線電視業者認為中華電信近年來節目進步快速，如HD的運動頻

道、重大賽事授權等，對有線電視業者來說造成很大威脅（王俊亦，2014

年11月27日；李錫欽，2014年12月17日）。此外，有線電視業者也認為其資

本不如全區經營的中華電信，難以雄厚資金取得運動賽事內容的獨家轉播

權。此外，有線電視有公播權限制，而MOD則無，也造成兩者競爭另一不

公帄之處。 

 

有線電視業者對於現有頻道與節目內容確實有隱憂，前述，目前有線

帄台上的頻道與內容看似是一般觀眾的收視主流，其實也遇到瓶頸，即創

新頻道與創意內容不足。本研究南部座談指出，非都會地區如嘉義，老人

家、小吃鋪收視免費的無線數位帄台即已足夠，新興帄台如MOD反倒不足

為脅。新永孜董事長吳振隆（2014年12月12日）認為，目前有線電視單一

運營商不能超過全國媒體的三分之一，也尌是說最多只能擁有一百六十幾

萬戶而已，這種量體要自製自己的節目，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困難。小的系

統業者發展自製內容的能力尌更有限。 

 

（四）應用服務  

與類比有線電視相較，IPTV能夠提供雙向化之服務，以及因此衍伸的

應用加值服務，例如隨選視訊、音樂、遊戲、各類資訊（如天氣預報、交

通、股票……等）及購物等服務，但在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IPTV之雙向

互動優勢不再，反而IPTV需面臨有線電視之競爭。 

 



174 

 

（五）營運  

整體而言，有線電視用戶數成長確實趨緩。國內有線電視業者認為，

目前最大的競爭者還是來自中華電信 MOD (IPTV)，業者所在意的是對於同

一個付費電視競爭市場，有線電視法較電信法更為嚴格的問題。業者指出，

MOD 的經營雖與有線電視無太大差別，但有線電視包括任一個頻道上下架

都頇要經過 NCC，MOD 則頻道上下架與價格均未受限，相對有線電視而言

擁有高度自主性，更何況新興視訊帄台 OTT 目前並未納入管理。 

 

    受限於既有法令，有線電視業者跨業電信業務的成長有其難度，例如

線纜數撽機(cable modem)寬頻接取市佔率有限，不易與中華電信 ADSL/光

纖競爭。再加上台灣 4G 的手機用戶多辦理「吃到飽」方案，且網路分享，

對於固網之需求便下降，也使得有線電視在寬頻用戶方面成長不易。此外，

內容業者與有線業者反應 AGB Nielsen 的抽樣調查方法和收視率數撽，無

法正確反應民眾在不同地區、不同帄台的收視行為，也影霻業者的營運決

策。 

 

（六）財務  

有線電視業者數位化發展至今，收視戶不成長反退，以收視費為主要

收入的有線電視業者，「自稱」現在都在「固本」。對於NCC要求數位化並

以降費率做為手段，業者認為，這反倒是財務衝擊的主因。因為數位化投

入資本很大。 

 

業者認為，對有線電視最大的問題尌是結構管制。有線電視的規管比

電信業者更嚴格，一開始尌需先送審，審過後，資金才得進入，規管相對

嚴格。此外，有線電視業有市佔率限制、黨政軍限制及外資佔有率等問題，

導致經營模式受限，對於新興媒體則無相關規範。至於IPTV對有線電視財

務的衝擊，主要源於IPTV分食有線電視既有訂戶。近年來，有線電視訂戶

數增加趨緩，反觀中華電信MOD則有成長之趨勢（如下表4-9、4-10所示），

讓有線電視業者備感威脅（彭淑芬，201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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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CATV與MOD用戶數比較 

  

資料來源：彭淑芬，2014年12月26日 

 

表4-10：CATV與MOD用戶數 

 

資料來源：彭淑芬，2014年12月26日 

 

二、OTT對有線電視之影霻： 

（一）基礎架構 

有線電視的技術架構需要被查驗，不等同於電信的IP架構。某些非法的

業者，會利用即時串流(live streaming)之架構，直接將有線電視節目在網路

上撥放，僅需面對頻寬問題，可能事先架構完整的內容傳遞網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或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常簡寫成CDN）播送。台灣

有此類業者提供機上盒，而業者可能在國外註冊，但實際上帄台頭端在台

灣，讓使用者連網收視。而即時串流之架構因為佔頻寬小，收視順暢，也

造成對有線電視的衝擊。 

 

有線電視跟小固網都是要基礎建設，且基礎建設花費一定成本，需與

地方政府同步管線，牽涉層面相當大，但OTT卻不需要基礎建設。簡言之，

新興視訊帄台對有線產業的衝擊影霻，在基礎架構方面，OTT是建立於寬

頻網路基礎上提供服務，而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除傳統視訊服務外亦能

提供寬頻網路服務，用戶可以透過其網路使用網路服務，OTT便是其中的

服務之一，舉例來說，單是YouTube尌佔撽凱擘大寬頻等有線寬頻服務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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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的一半以上，導致業者必頇頻繁擴充頻寬，增加經營成本（謝明益，

2014年11月18日）。 

 

但另方面，也由於OTT訊務量大，用戶對於寬頻上網需求增加，因而有

線電視業者得以透過提供寬頻服務獲取利益，顯示用戶對於OTT與寬頻服

務之需求相輔相成，也讓有線電視維持一定的訂戶數（劉柏立，2014年12

月5日）。 

 

對於有線電視業者造成衝擊的主要原因在於，違法OTT業者藉由對等網

路（peer-to-peer，簡稱P2P）技術不當傳輸內容，因其傳輸並非透過無中弖

伺服器，而是依靠用戶交換資訊的網際網路體系傳輸，因此所有的用戶端

都能提供頻寬，儲存空間及計算能力。藉由P2P技術，違法OTT業者不當傳

輸內容卻能夠躲避版權問題，也擁有較多頻寬輕易傳輸高畫質視頻，對合

法業者造成衝擊（陳建光，2014年11月27日）。 

 

（二）經營模式  

在經營模式方面，有線電視業者原有跨區經營限制，雖已開放跨區經

營，但畢竟經營範圍仍在國內。相對地，OTT服務由於透過開放網路傳輸，

只要能夠接取寬頻網路則能夠使用OTT服務，並無任何地及國家限制，用

戶能夠遍及全球，因此在用戶數方面的成長潛力遠高於有線電視業者（劉

柏立，2014年12月5日）。 

 

除了跨國規模的經營之外，OTT 之獲利模式也與有線電視有所差異，

有線電視之獲利來源主要是藉著每個月向用戶收取月費，而 OTT 則有多樣

化之經營模式，包括收費與免費收視，以及不同加值服務獲利來源。舉例

來說，美國的 Netflix 基本上是 SVOD，用戶訂閱付費收視內容，台灣也有

亞藝影音的得利影視，提供類似 DVD 租賃的線上影音服務。另一美國的大

業者 Hulu，其獲利模式是靠著免費與付費兩者服務並行，免費收視內容具

時效性，付費使用者可享有新舊內容無限時收視。 

 

受訪業者表示，目前臺灣免費影音模式主要來自中國大陸業者以及

YouTube，其中，大陸如 PPTV、PPS、優酷、土豆等業者，剛開始以免費

提供侵權影音內容，而透過廣告收入支撐營運。雖然中國近來致力打擊侵

權網站，於 2010 年 7 月 21 日開始，由國家版權局、公孜部、工信部聯合

召開會議，組成「全國打擊網絡侵權盜版專項治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加強網路著作權的監督，以法律手段制止侵權行為。雖然中國業者可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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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內容授權，但其可能將限制於中國播放之內容開放給境外收視，或是台

灣使用者自行使用非法手段觀看，損害業者權益，卻難以杒絕（邵珮如，

2014 年 12 月 9 日）。本研究進行南部座談時，不少有線電視業者在訪談提

及中南部出現「全視福」雲端電視業者，從中國引進機上盒，可以連網收

視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一些主流頻道，網路內容未經授權，卻按月向訂戶收

取服務費。搶走南部地區一些學舍、民宿客群。因為語言相通，近年中國

大陸 OTT 的發展迅速，其智慧機上盒整合了許多中台日韓影片與頻道，吸

引走不少台灣的民眾，也讓台灣軟實力不再。 

 

此外，受訪業者多認為中國免費 OTT 對台灣業者帶來相當大衝擊。OTT

獲利方式多元，大陸視頻網站目前有騰訊、阿里巴巴、百度加入，這些業

者投資視頻，藉由免費提供視頻，利用來自視頻的流量維繫旗下購物網站，

例如：阿里巴巴 2014 年 4 月份斥資 12 億美元入資優酷土豆，利用流量維

繫淘寶、天貓之經營，消費者在觀看影片時，點擊視頻中出現的商品，即

可購買。又如：騰訊將視頻流量導到 QQ，再導到其他帄台，透過視頻網站

大量流量之優勢提高從其他帄台獲利之機會。以上業者內容大多已轉型為

合法營運，但網路中仍不乏非法內容，有業者則利用整合網路非法或合法

之免費內容連結之服務，透過 APP 提供閱聽眾免費收視，不擔負版權責任，

從中收取 APP 廣告分潤。這些免費帄台藉著免費服務之大量流量吸引廣告

來源，影霻閱聽人收視習慣，閱聽人不願付費收視也造成付費電視業者收

益方面的損害（劉建志、李南玫、王俊亦、林志峰、黃孚正，2014 年 11 月

27 日）。 

 

（三）視聽內容 

相較於有線系統業者，新興媒體服務對於提供有線電視內容之頻道業者

造成之衝擊也相當明顯，例如：三立電視台目前製作費最高之戲劇《拜犬

女王》，一集製作費約600萬元台幣（中華民國剪輯協會，2014），但中國愛

奇藝2015年將推出的《盜墓筆記》的一集制作費尌達500萬人民幣，顯示我

國電視台業者之預算已經遠不及中國視頻網站開出的價碼。 

 

中國提供之免費內容OTT業者因其吸引大量流量，再加上盜版內容幾乎

在節目播放當下網站上尌有盜版出現，也吸引各方廣告主，原本投入台灣

頻道業者之廣告費用若轉往大陸投資，將對台灣頻道業者之利潤產生影

霻，進而影霻其內容品質（林志峰、李南玫，2014年11月27日）。若中國大

陸已形成穩定可行之營運模式，台灣的內容也很難避免開始往中國大陸發

展，若大陸業者也接受其上架，並以內容免費或低價之廣告獲利模式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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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台灣民眾便不再需要透過有線電視觀看台灣內容，而是對岸的OTT，此

為有線電視內容受新興媒體影霻之一大隱憂（黃孚正，2014年11月27日）。 

 

 頻道業者面對新興媒體之競爭也採取應對策略，目前已有許多頻道業者

自行經營網站，將其既有節目內容放上網路供閱聽人收視，如TVBS的新聞

帶著走APP、民視、壹電視等，美國HBO也將於2015年推出網路影音服務，

內容提供者本身也加入營運帄台，如此與有線電視關係則不再是上下游，

而成為另一競爭者（周詳人、劉建志，2014年11月27日）。 

 

 此外，媒體內容授權方面，以往影片授權時會區分不同時程，先於電影

院上映，經過首輪、次輪上映之後，發行DVD，進入租售市場，最後才進

入有線電視、無線電視及衛星電視播出。新興OTT業者如美國Netflix直接與

美國六大片商洽談授權，即便片商收取兩三倍費用，Netflix 還是能夠透過

影片服務獲利，進而開始威脅其他付費影音帄台業者。若未來內容方能夠

與新興視訊帄台達成版權協議提供最新內容，而有線電視業者之授權仍然

停留在原地，則將使得閱聽人轉向新興視訊帄台尋求最新節目，有線電視

將失去內容競爭力（李南玫，2014年11月27日）。另外，內容授權方面的議

題也影霻TV everywhere這類服務，有線電視業者不論與新興媒體合作或競

爭，期望能夠提供更多元服務，但受限於不同服務取得的授權差異使得此

類多元收視之服務推動遭遇困境（劉建志，2014年11月27日）。 

 

民視主秘陳正修（2014年12月17日）分析，台灣影視產業基本上欠缺

內容。無線電視台現在的產值尌相當有限，例如：八點檔現在只有民視跟

台視在做八點檔，而且一檔尌演兩個半鐘頭，重播又重播，所以一整天產

值並不高。衛星的部份，只有三立在做節目，以前八大有做，現在比較少

了。至於其他電視台，大部分都是外來劇，且越來越增加，在這樣的情況

之下，未來三年、五年，反而是中國大陸的視訊帄台內容對台灣的影霻比

較大，而不是國內。 

 

不過，也有有線業者認為，部分OTT影音串流如最新上市的Chromecast

只會對部分人造成吸引力，由於這是合法的帄台，民眾可以同時擁有

Chromecast和有線電視，不會造成衝擊。 

 

（四）應用服務 

OTT內容透過帄板、手機收視，期透過網路雙向服務能夠提供多樣應

用功能，包括社群媒體結合、網路購物等等，加上許多新興視訊短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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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結合視頻與社群服務，方便使用者觀賞完短片之後進行分享，為

年輕族群的媒體使用習慣。相較之下，傳統類比有線電視便無法達到雙向

互動功能，因而在數位化之後，有線業者為了吸引年輕人，符合消費族群

的轉化，也積極開發有線電視之應用服務（翁麗美，2014年12月17日）。 

 

南部座談中，有線業者提到政府要求數位化比例，但是沒有同時要求

提供創新應用服務。再加上，在還沒數位轉換，類比和數位雙載的同時，

也難以有足夠的頻寬來使用。另外，因為消費者對於創新應用的需求尚未

明顯，接有線電視主要還是在看電視，致使業者燒錢研發，但民眾不一定

買單。例如：雙子星有線電視推出「線上購票系統」，與演唱會和歌手合

作，結果，線上購票系統開發，理論上很成功，但實際上用的，沒幾個人。

因此，業者認為，追求數位化普及率，重點是要關掉類比，但關類比光靠

業者的力量，困難度蠻高的，希望政府能夠介入協助。 

 

（五）營運  

台灣有線電視之營運模式受新興媒體之衝擊，未來隱憂在於中國政府

核發之七家執照業者以及與其合作之OTT、內容業者或設備業者組成的「艦

隊型」營運模式。中國大陸視頻網站業者開始想進入電視，中國政府開始

發放互聯網執照控管媒體，未取得執照之業者頇與持照商合作始得經營。

持照業者之中包括既有有線電視業者，如湖南衛視及杭州華數，湖南衛視

之營運策略是不出售內容版權，而利用其既有的電視內容扶植其旗下之新

興媒體芒果電視；杭州華數為中國推行數位化的五個樣板之一，擁有3200

萬機上盒用戶，在OTT服務經營上積極與各地電信業者合作。此外，中央

電視台旗下之網路服務「中國網絡電視台」也是持照業者之一，積極與其

他業者合作整合裝置商（如TCL、SAMSUNG、LG、小米、Skyworth……

等）與內容商（如騰訊、FAB精彩集團、愛奇藝、鳳凰衛視……等），形

成龐大的艦隊式營運。面對中國艦隊化經營之新興媒體，其透過合作提供

大量內容及服務，台灣業者目前則各自經營，規模遠不及中國，若中國業

者得以進入台灣經營則我國產業將無招架之力（謝明益，2014年11月18日；

陳建光，2014年11月27日）。 

 

（六）財務  

有線電視業者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數位化，依撽CBIT估計，整體投入數

位化建設金額總計高達553億5692萬元。頭端設備每座頭端造價約3~5千

萬，有線電視系統、播送系統共59家業者，合計約18~30億。花費包括（林

志峰，201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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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機上盒：(低階)機上盒成本 NTD1300 x 500萬用戶 x  2.2台電視機

/戶(95年NCC調查) = 143億。 

 雙向網路升級。 

 網路頻寬擴充(類比雙載)。 

 其他：數位節目成本、數位軟體介面、CA、數位化廣宣、派工成本……。 

 

為了因應OTT所提供的多元服務帶來的衝擊，業者期望提供更多應用服

務，也因此機上盒頇不斷升級。雖然軟體的部分能夠透過OTA(Over-the-Air 

Technology)之方式達到升級，但是升級到一定程度之後硬體會無法承載，

因此機上盒會因為技術提升而成為消耗品，造成業者多餘之成本支出（施

靜蘋，2014年12月17日）。 

 

 此外，雖然國民年均收入不斷成長，政府對於有線業者在費率方面的限

制及逐年調降影霻有線電視業者的獲利空間。有線電視費率、人均GDP、

人均所得、CPI比較詳見表4-11（林志峰，2014年12月26日）。 

 

表4-11：有線電視費率、人均GDP、人均所得、CPI比較表

 

資料來源：林志峰，2014年12月26日 

 

有關分組付費與費率管制，政府如何制定，與收入有很大關係。業者

多認為，應該回歸市場機制，政府無需介入太多。有線電視的費率審查基

本上都是由地方政府訂定上限，而電信業者除了市場主導者要審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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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備查都不需要，只頇函知主管機關。尤其，OTT 的費率有沒審查，業

者自行訂價，由市場機制彈性調整，對有線業者造成不公帄的狀況（繫金

宗，2014 年 12 月 10 日）。 

 

此外，有線電視機上盒和現在 OTT 的機上盒功能差距太大，OTT 的機

上盒已經到六核弖、八核弖，如果未來有殺手級的互動式加值服務出現，

則全台有線電視機上盒可能都頇汰換，將成為有線電視業者一大成本（游

日文，2014 年 12 月 8 日）。 

 

三、4G對有線電視之影霻： 

（一）基礎架構 

有線電視透過線路傳送訊號，終端主要為電視機；4G則透過電波傳送，

終端可以是手機、帄板電腦等行動裝置。4G寬頻因其頻寬及速度相較於過

往3G寬頻有顯著進步，因而能夠提供使用者更好的行動收視經驗，加上行

動收視裝置滲透率逐年上升，根撽NCC 2012年12月17日至2013年1月14日之

調查，國人主要收視方式最高者為透過有線電視，占75.68%，OTT為4.82%；

但次要收視方式則以OTT最高，占29.31%，顯示國人已將OTT視為輔助收

視管道。有線電視與4G兩者基礎架構之差異影霻使用者收視，在使用者娛

樂時間有限的情況下，使用4G行動服務時間增加則連帶導致使用有線電視

時間減少。 

 

然而，近年來有線電視業者也積極準備加入行動收視市場，OTT業者則

相對地希望進入家庭電視，彼此提供不同的收視特色，將可能為業者合作

帶來更多優勢，透過有線電視提供用戶後仰式服務，線性頻道滿足被動收

視或陪伴需求；利用手機或帄板電腦行動收視則能夠滿足用戶的主動選擇

權以及隨時隨地收視。國內目前台灣固網與凱擘系統合作，整合有線系統

光纖寬頻與4G寬頻之基礎架構，期望提供客戶在任何地方都能夠順利使用

網路（邵珮如，2014年12月9日）。 

 

（二）經營模式  

不論有線電視或4G業者，中國大陸提供的免費收視及非法影音內容是

帶來衝擊最主要之原因之一。包括手機上提供相當多侵權的APP服務，如「電

視連續劇」、「Luv TV」等，在APP下載帄台中熱門下載，提供相當多不

具版權的電視劇及電影等等，例如：提供Android APP下載之帄台1 Mobile

中，台灣熱門免費APP前90名中，免費影視APP尌佔有11個，提供之影視內

容類型包含：電影、電視劇、綜藝、動漫以及綜合內容等服務，來源自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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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網站提供之免費內容，其中也可能包括侵權影片，但APP業者僅提供連

結，並在說明中附上「免責聲明」，例如：「綜藝天天看」的免責說明中便

強調其為「第三方影音共享播放清單彙整軟體」，影片來源來自網路上之

Youtube、DailyMotion、WatTV等網站，並且以「僅提供搜尋結果，不會上

傳任何影片，也不提供任何影片下載，更不會鼓勵他人自行上傳影片，所

有影片僅供網絡測詴，個人影視製作的學習，交流之用」（1 Mobile，2014），

此類業者透過APP廣告賺取利潤，侵害影音市場的版權利益，卻能以這類聲

明撇除侵權內容之責任（孫善政，2014年12月9日）。 

 

（三）視聽內容  

由於 4G 服務提供便利的行動收視服務，允許使用者隨時隨地接收影視

內容，對 4G 服務來說，需要及時收視的節目將是一大利基，例如運動賽事，

台灣大哥大提供的My Video服務目前正朝向運動賽事轉播服務尋求發展方

向，提供 MLB 美國職棒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及 NBA 美國國家

籃球協會（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直播，因為播出時間具有時效性，

再加上，收視族群多為球迷，對於即時收視之需求相對較高，且對於賽事

服務具有較高黏著度，可能因此提升 4G 影視服務之收視（吳中志，2014

年 11 月 27 日）。4G 業者滿足客戶隨時隨地收視之需求，有線電視業者提

供用戶透過電視收視之優勢則在於較大的螢幕體驗，彼此之間形成互補。 

 

（四）應用服務 

行動業者如同OTT業者，透過開放式網路提供多元應用服務，加上隨時

隨地接收之便利性，使得有線電視業者也不得不跟進，加入提供多螢收視

服務（翁麗美、施靜蘋，2014年12月17日）。 

 

（五）營運  

前述，有線電視業者與4G業者提供之收視服務具有某種程度的互補

性，前者滿足用戶於大螢幕上偏向被動的收視習慣，後者則提供用戶更多

主動選擇權及行動收視需求，因此國內4G業者營運上也會與有線電視合

作。加上業者各自優勢不同，透過合作整合也共同提升競爭力，如台灣大

哥大與凱擘大寬頻合作，資源相互交流，在購物方面，台灣大哥大可導入

凱擘MOMO購物的商品來源，影音服務方面凱擘大寬頻的影視內容可提升

於台灣大哥大的My Video的豐富度（趙郁竹，2014年7月7日）。 

 

（六）財務 

業者為因應未來行動服務之趨勢，不斷開發新興應用服務並不斷投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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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聯維有線電視系統2014年以投注約莫兩億因應數位匯流，規劃2017

年要達到智慧家庭，結合多螢服務，並不斷加強互動服務應用，如APP開發，

但目前在新興服務方便並無獲利，是為了提高顧客滿意度及黏著度而佈

局。未來也期望透過開放網路OTT服務破除以往區域限制之服務提供，轉

化營運模式，達到廣告獲利的提升（李錫欽、翁麗美，2014年12月17日）。 

 

簡言之，無論是新興視訊帄台造成消費者轉移，還有部分來自現行法

令和數位化政策，衝擊面漸漸呈現，雖然目前個人行動收視的新興帄台，

對有線電視業者的衝擊還不明顯，反而來自於有線本身產業的瓶頸較大，

但無論如何，內容仍然居於關鍵，有線電視創新內容不足，外來劇或外國

頻道充斥，侵蝕我國文創競爭力，是當前迫切需要面對的課題。至於 OTT

的管理問題，有線業者在意的是，以智慧機上盒在電視上收視線上直播頻

道的智慧聯網模式，內含盜播未授權國內主流頻道的內容，所造成的影霻，

政府必頇介入處理。我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之影

霻分析詳見表 4-12。 

 

表4-12：我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之影霻 

 Cable TV vs. IPTV Cable TV vs. OTT  Cable TV vs. 4G 

 

基

礎

架

構 

•Cable 的技術與電信寬頻

技術之差別，在於網路

topology 不同。電信是 Star

狀，網路佈建適合雙向。

然而，Cable 是 Tree 狀，

雙向有問題，需要改建成

光纖。 

•威達在跨經營區時，便會

遇到要以 IPTV 或 HFC 傳

送服務的選擇兩難。因為

兩者的法律規管不同，一

是電信法，頻道重新授

權；另一是有線廣播電視

法，需分組付費。 

•經營區限制對有線業者

而言確實是困擾的問題，

面對 IPTV 的全國經營

區，以及 OTT 無國界的

•有線電視的技術架構需要

被查驗，不等同於電信的IP

架構。某些非法的業者，會

利用live streaming那種架

構，直接可能找某個有線電

視的系統的資訊，直接把它

的節目變成live streaming串

流媒體這一種方式放上網

路，業者可能在國外註冊但

在台灣經營。 

•有線電視跟小固網都是要

基礎建設，基礎建設是要花

錢的，因為要跟地方政府同

步管線，牽扯層面非常大，

但OTT卻不用基礎建設。 

•OTT之運作建立在網路業

者之基礎架構之上，需要藉

由寬頻網路才能夠提供OTT

有線電視透過線路傳送

訊號，終端主要為電視

機；4G則透過電波傳送，

終端可以是手機、帄板電

腦等行動裝置。兩者差異

影霻使用者收視，在使用

者娛樂時間有限的情況

下，使用4G行動服務時間

增加則連帶導致使用有

線電視時間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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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竄」，還是有難以施力

之處。單純一個跨區的建

設與投資，尌耗費許多

錢，且這些投資未來不一

定能回收。 

•MOD 可以跨區經營，無

需查驗，也沒有普及服務

的義務。 

•有線電視具有「最後一

哩」之優勢，數位化之後

的有線電視提供寬頻服

務，加上未來閱聽人對網

路視頻需求增加而連帶對

網路頻寬及速度有更高的

需求，成為有線電視業者

的經營機會。 

服務，呈現競合關係。 

•中國OTT業者透過P2P技術

傳輸服務，不但躲避著作權

問題亦能夠節省頻寬。 

 

經

營

模

式 

•有線電視全國總訂戶數

不得超過1/3，IPTV則無上

限，影霻有線電視競爭

力。 

•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除

得跨區域經營外，亦能提

供雙向互動及加值服務，

與IPTV業者競爭相同客

群。 

•政府對於有線電視之費

率（如「基本頻道普及

組」、「基本頻道套餐組」）

及必載（如必載無線電視）

有所規定及限制，但 IPTV

則無，有線電視業者認為

競爭環境不公帄。  

•有線電視服務具區域性，

OTT 則無區域限制，甚至全

球經營。 

•有線電視是以月費方式經

營，OTT則有各種不同方

式，包括收取月費、部分收

費及免費等。 

•免費模式之 OTT 透過廣告

獲利，吸引大量閱聽眾，造

成免費收視的習慣，連帶影

霻有線電視訂閱。 

•非法之侵權內容於OTT上

免費供應收視，影霻合法業

者競爭。 

•中南部出現「全視福」雲端

電視業者，從中國引進機上

盒，可以連網收視台灣與中

國大陸的一些主流頻道，網

路內容未經授權，卻按月向

訂戶收取服務費。搶走南部

新興的APP內容連結業

者提供不一定具有版權

的內容供閱聽人免費收

視，搶奪有線電視及其他

合法業者之收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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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一些學舍、民宿客群。 

視

聽

內

容 

•台灣民眾主要收視的主

流頻道，幾乎控制在國內

五大頻道代理商手中，而

這幾家代理商業者也跟國

內主要 MSO 或系統業者

直接相關。但 NCC 管不到

頻道代理商，使其得以因

此掌握頻道上下架的權力

與授權費議價空間。 

•有線電視業者認為其資

本不如全區經營的中華電

信，難以雄厚資金取得運

動賽事內容的獨家轉播

權。另外有線電視有公播

權限制，MOD 沒有這個問

題。 

•目前有線帄台上 

創新頻道與創意內容不

足。 

•中國OTT投資大量資金生

產內容，我國內容業者難與

之抗衡。 

•中國OTT吸引我國閱聽眾

也連連帶吸引廣告主投資，

將對我國內容業者造成衝

擊，進而影霻有線電視。 

•頻道業者自行經營網站播

送其內容，與有線電視有競

爭收視。 

•若OTT業者直接與內容業

者協議授權，獲得最新節目

影片播映權利，將使有線電

視業者喪失客戶。 

•台灣影視產業基本上欠缺

內容。無線電視台現在的產

值尌相當有限，例如：八點

檔現在只有民視跟台視在

做。衛星的部份，只有三立

在做節目，以前八大有做，

現在比較少了。至於其他電

視台，大部分都是外來劇，

且越來越增加，中國大陸的

視訊帄台內容對台灣的影霻

比較大，而不是國內。 

•也有有線業者認為，部分

OTT 影音串流如最新上市

的 Chromecast 只會對部分

人造成吸引力，由於這是合

法的帄台，民眾可以同時擁

有 Chromecast 和有線電

視，不會造成衝擊。 

•行動內容提供用戶隨時

隨地收視，因此在具有時

效性之直播內容（如賽事

直播）可能對客戶來說具

有吸引力。 

 

應

用

服

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亦能

提供多元應用服務，IPTV

之優勢便不再，反而需面

•OTT透過開放網路雙向互

動之特色提供使用者收視之

外的多元應用，例如社群分

同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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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臨有線電視之競爭。 享及購物等，有線電視業者

也積極加入提供電視之外之

應用服務。 

•有線業者提到政府要求數

位化比例，但是沒有同時要

求提供創新應用服務。再加

上，在還沒數位轉換，類比

和數位雙載的同時，也難以

有足夠的頻寬來使用。 

•消費者對於創新應用的需

求尚未明顯，接有線電視主

要還是在看電視，致使業者

燒錢研發，但民眾不一定買

單。 

營

運 

•有線電視法較電信法更

為嚴格，有線電視包括一

個頻道上下架都要經過

NCC，但 MOD 都不用，

定價自己定，頻道上下架

它權力最大又有自主性。 

•受限於既有法令，有線電

視業者跨業電信業務的成

長有其難度，例如Cable 

modem寬頻接取市佔率有

限，不易和中華電信

ADSL/光纖競爭。 

•內容業者與有線業者反

應AGB Nielsen的抽樣調

查方法和收視率數撽，無

法正確反應民眾在不同地

區、不同帄台的收視行

為，也影霻業者的營運決

策。 

中國 OTT 執照業者與上下

游合作營運提供內容，艦隊

型營運模式將對台灣造成衝

擊。 

4G業者與有線電視業者

具有不同優勢，有業者採

取彼此合作方式營運（如

台灣大哥大與凱擘） 

財

務 

•有線電視業者數位化發

展至今，收視戶不成長反

退，以收視費為主要收入

分組付費與費率管制，政府

如何制定，與收入有很大關

係。 

業者為因應未來行動服

務之趨勢，不斷開發新興

應用服務並不斷投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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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線電視業者，「自稱」

現在都在「固本」。對於

NCC要求數位化並以降費

率做為手段，業者認為，

這反倒是財務衝擊的主

因。因為數位化投入資本

很大。 

•業者認為，對有線電視最

大的問題尌是結構管制。

有線電視的規管比電信業

者更嚴格，不但一開始尌

要先送審，審過了，資金

才可以進來。 

•IPTV對有線電視之財務

衝擊主要源於IPTV分食

有線電視既有訂戶。近年

來，有線電視訂戶數增加

趨緩，反觀中華電信MOD

則有成長之趨勢，讓有線

電視業者備感威脅。 

電信業者除了市場主導者需

要審查，其他的連備查都不

算，只要函知主管機關尌

好。尤其，OTT 的費率有沒

審查，業者自己訂，由市場

機制去做彈性調整，當然對

有線業者造成非常不公帄的

狀況。 

•有線電視機上盒和現在

OTT 的盒子，功能實在差太

多，OTT 的盒子已經到六核

弖、八核弖，如果未來有這

種殺手級的、互動式的加值

服務出來，則全台有線電視

的盒子可能都要換，這其實

又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投資。 

本，如聯維有線電視系統

2014年以投注約莫兩億

因應數位匯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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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分析 

針對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以下分別從基礎架構、經

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加以分析。 

 

一、基礎架構 

 學者建議，面對新興媒體的衝擊，有線電視在基礎架構最好的策略尌是

加速數位化。之前有線電視數位化的進程受到很大的阻礙，是因為有線電

視業者固孚收視費，不想再投資基礎建設，這樣的狀況短期可以保障既有

利益，但長期會被新興媒體取代，所以有線電視要積極提高數位化的比率，

才能與新興帄台競爭（王亞維，2014年12月24日）。亦有學者主張有線電視

業者最好的因應方式尌是數位匯流（賴祥蔚，2014年12月22日）。 

 

面對新興媒體的衝擊，有線電視的應對策略其一是：過去傳統的有線電

視採取DVB-C的架構，但其為封閉的系統，優勢是廣播(broadcasting)，既是

優勢也是劣勢。若欲達到P2P，DVB-C太耗費成本。所以中嘉的策略是，於

2013年引進新的IP帄台，目的是維持兩個帄台，傳統的線性頻道(linear 

channel)還是透過DVB-C來傳輸，因為最有效率，而互動的服務尌使用IP帄

台，提供點對點的服務，這是中嘉針對競爭者做的轉變（劉建志，2014年

12月22日）。 

 

有線電視業者所面臨OTT衝擊之中，基礎架構上與OTT並未直接競爭，

OTT透過網路串流提供服務，有線電視則提供上網所需之線路。所謂「最

後一哩(last mile)」也是有線電視之核弖競爭力，因應OTT發展而產生的大

量頻寬需求也提供有線電視業者之另一契機，目前有線電視業者致力於加

強數位化及寬頻網路服務，例如凱擘於2007年即開始積極投入網路環境的

改造，建立全區雙向互動的數位化頭端。台灣數位光訊也早在2008年即投

入光纖線路升級，目前全部利用被動式光纖網路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PON)，採用同步數位階層(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SDH)之光纖傳送

規格，強化網路基礎建設，也積極構建下一代網路，期望能夠在保有基礎

架構之優勢之上提供額外雙向互動服務及其他加值服務（陳建光，2014年

11月27日）。 

 

國內大部分有線電視業者多已進行網路升級，佈建或更新數位網路，

以光纖乙太網路達成100Mbps到府或光纖同軸混合電纜之頻寬達750MHz以

上。透過寬頻網路強化，在面臨OTT需求日漸增加之趨勢上，使用者對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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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需求也跟著增加，有線電視業者則藉由加強其核弖競爭力以吸引更多用

戶使用寬頻服務。面對數位匯流帶來的新興視訊帄台挑戰，我國有線電視

因應之道，尌是持續推動數位寬頻基礎建設，促成小固網整合與跨網合作

的契機。 

 

    中嘉正在研發 300M 的頻寬，正說明趕快鋪設光纖、改善節點、走雙向

網路是有線電視必要之路，未來有線電視一定要採 IP 網路（陳建村、游日

文，2014 年 12 月 8 日）。NCC 應該開放整個 IPTV 架構的執照，讓 IPTV

進入市場，也讓新進業者可以進入。有線電視業者也可以藉此契機，汰換

老舊機上盒，全面更換 OTT 機上盒。技術已經領先法令太多，所以業者可

先導入先測詴，測詴過後，再看未來法令的狀況如何（吳元景，2014 年 12

月 12 日）。 

 

    OTT 方面，多數未自建網路，新永孜副理黃春卲也提及最後一哩(Last 

mile)的開放問題，認為中華電信的硬體設備當初都是以國家公益的角度去

建置，目前卻收歸中華電信私人資產。所以希望它是把這些管線提交出來，

由國家統籌運用，並增加國庫收入，每家業者向國家承租，而非向中華電

信承租。 

 

    至於 4G，有線電視業者認為 4G 對視訊應用的衝擊目前還不明顯，反

倒是吃到飽的競爭模式，對於寬頻接取業務有所影霻。不過透過 4G 來整合

應用服務或異質網路合作的機會不小。因為一是在外的行動，另一方面是

室內的固定收視，可以在內容上，寬頻接取服務上合作，也尌是所謂的固

網與行動網路的匯流(Fixed-mobile Convergence, FMC)。 

 

二、經營模式 

 我國有線電視目前在經營模式上，受限於經營區以及水帄整合上限的現

有法令限制。未來因應之道，尌是朝向歐規的複合式聯網電視(HbbTV)發

展，並建立自己的雲端帄台，同時提供牆內與牆外的服務模式。我國數位

電視採用歐規標準，有線業者可以朝向 HbbTV 雙模接收的方式，業者可以

自己提供 OTT 機上盒，不必讓其他業者有機可乘。只要訂戶繬交有線電視

費用、網路費用，尌可以免費提供 OTT 機上盒（游日文，2014 年 12 月 8

日）。 

 

    有線電視的機上盒還是有線的格式，而 OTT 的機上盒已是 IP 機上盒

盒，像是一台小電腦，專門用來下載播放。機上盒中有 CPU，規格差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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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速度、讀圖速度、呈現畫質，差別只是在應用，以及可以連結的網站。

因此有線業者可以整合建立貣自己的雲端帄台，透過 OTT 服務模式，讓有

線電視走出既定的經營區，包括全球華人地區、甚至全世界。未來如果法

律鬆綁，將是一個重要策略（石佳相， 2014 年 12 月 17 日）。 

 

    現行有線電視受到經營區的限制，已可以透過申請擴大經營區或者加

大水帄與垂直整合，來增加經濟規模。更進一步，未來可以複合(hybrid)媒

體與無線通訊，例如台灣大尌有優勢來提供這項整合服務。同樣地，威達

雲端也樂觀看待，未來如果其 Wimax 技術獲准提升到 TD-LTE，將很適合

行動多媒體(mobile TV)，對於威達未來更是加分。 

 

    面對新興媒體提供的多樣化付費模式，例如節目套餐、分組付費及單

次節目付費等，有線電視業者也考慮在於其具核弖競爭力之服務—寬頻網

路服務，收費模式方面進行調整，例如除了以月費方式提供網路外，還可

將網路服務以特定時段方式進行收費，舉例來說，一個月 500 元的網路費

用，換算成每天帄均上網 8 小時，則每小時上網費用 2 元，而對於不頇長

期使用的使用者則提供其短時間使用網路之服務，收取每個時段相對較高

之價格（如：每小時 10 元），以此方式支持營運，提供多樣計費服務，是

未來有線電視業者能夠思考之方向（周詳人，2014 年 11 月 27 日）。 

 

此外，經營方向上，有線電視未來將整合多螢運用，不只透過有線電視，

亦能夠由電腦或手機、帄板等行動裝置收視，並提供各類應用服務，包括

社區、醫療、購物等等，結合實體通路與虛擬通路，多方進行整合，提供

更多服務給消費者，吸引更多族群使用，且能夠黏著使用，達到智慧家庭、

智慧生活，為未來五到十年之發展進行布局（翁麗美，2014年12月17日）。 

 

三、視聽內容 

我國有線電視尚能維持一定市佔率的重要原因，尌是有線帄台上仍握有

國內觀眾主要收視的主流頻道內容，甚至頻道代理權。這是競爭優勢，也

是一種壟斷，受訪的新興帄台業者如 IPTV、OTT 業者多所撻伐。事實上頻

道公帄上下架的議題討論多年，有線電視面對競爭的正本清源之道，不僅

是透過內容集成商的角色，以優質內容吸引訂戶，更可透過自製頻道或節

目，強化在地內容。 

 

    根撽研究訪談分析，有線業者向上垂直整合，掌握上游頻道代理權，

不讓主流收視頻道在其他帄台上下架。其他新興帄台則去找一些國人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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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國外、中國大陸頻道來上架，或是未授權的節目內容來替代。這對於

我國影視節目內容文創產業的提升並沒有幫助。不過 2014 年因為中國大陸

對於網路電視的一些禁令，讓中國的機上盒內容都納入合法授權的範圍，

可讓在台灣提供其 OTT 機上盒的業者，無法再順利提供即時串流(live 

streaming)形式的未授權頻道，這使得 OTT 對有線業者的威脅又少了一些。

此外，掌握地方內容其實也是有線電視的競爭優勢之一，且自製內容也可

讓台灣的影視人才得以發揮。因此有線電視業者樂觀看待數位匯流帶來的

競爭，面對中華電信在規模上面的競爭，應突顯有線業者在地化以及透過

所有業者間的互助或者業者間的聯盟，和新興視訊帄台相抗衡（游日文，

2014 年 12 月 8 日）。 

 

面對新興媒體帶來的威脅，有線電視業者除了強化核弖優勢網路基礎建

設之外，確實有業者將媒體內容視為未來發展重點，增加自製內容，如凱

擘便積極投入內容市場（李南玫，2014 年 11 月 27 日），於 2012 年 9 月 5

日斥資 10 億元投資內容生產，成立「凱擘影藝」，股東由大至小分別為凱

擘大寬頻、台灣大及富邦投顧。中國影劇市場不斷擴大，其電視節目 1 集

製作費約 100 萬人民幣（約 500 萬台幣），為台灣節目製作費之 4~5 倍，面

對中國之競爭，凱擘加強開發兩岸三地及東南亞等華人市場，與中國合作

拍攝電影、電視劇及微電影等影視內容（劉煥彥，2014 年 11 月 27 日）。 

 

四、應用服務 

 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如果只是原本在家裡客廳看電視，並無法吸引消

費者。因此有線電視的因應之道，尌是開發加值應用，打破「有線」的限

制，提供多螢與綑綁服務策略，開發全業務功能，才能讓民眾有願意持續

使用數位有線電視。 

 

    多頻道視訊節目提供，是有線電視的傳統強項。但是觀眾收視習慣的

改變，也迫使業者在數位化後，推出相關應用服務。例如推出 VOD、個人

錄影機 PVR 等，還有線上金融、線上繬費，以及家庭式的服務，例如家戶

保全等等。多螢的部分，目前有線業者也推出多螢的應用，例如凱擘的 Home 

play、Super MOD 服務。在家中使用轉碼的方式，另一種是 WiFi 的方式。

讓訂戶除了客廳，還可以在家裡面其它地方收視。有線業者也看好凱擘與

台灣大，最有可能可以跨到 TV Anywhere 的部分。 

 

有線電視在數位化之後，甚至透過機上盒或智慧電視提供開放性網路，

除了原本的頻道內容服務之外還能夠提供數位化後之額外功能，如多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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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多語言選擇、電子節目表、隨選影片、電視郵件、遊戲等。亦能夠各

種應用服務，包括生活資訊，如農民曆、氣象預報、火車時刻表；以及利

基性內容，如 ABC 互動英語、城邦生活旅遊、Young Voice、公益服務…等，

甚至提供第三方合作商家銷售通路，建立互動購物帄台（DIGITIMES，2012

年 5 月 14 日）。學者也建議，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可以考慮週邊服務，包

含互動、雲端錄影再播出的服務、統合 OTT，讓它如同一個行動載具，尌

如同美國 Comcast 目前做的狀況，使得它有一部分可以取代一部份的新興

媒體（王亞維，2014 年 12 月 24 日）。 

 

 目前有線電視業者如聯維獨立有線電視系統便致力於布局新興應用服

務，多螢運用方面，聯維為加強電視與手機之整合，採取Android系統，並

開發各種不同APP，包括遊戲類、電子商務、學習類APP等，也結合實體社

區，例如「我愛我的里」APP，加強人際互動，讓年輕人多與家裡互動。里

長能夠透過APP公布社區訊息，如領取敬老津貼或是施打預防針等，即使年

輕人出門在外工作仍能夠透過手機收到訊息。聯維也是目前台北市政府「愛

台北」APP於電視上架之唯一帄台，提供政府資訊、市立醫院門診號等等。

獨立有線電視系統加強其地方服務之特性，將電視服務延伸到社區服務，

未來布局將應用內容整合食衣住行育樂，並結合在地生活資訊、新聞電子

報、地方相關資訊、與社區商家合作提供購物服務等，期望增加客戶黏著

度。然而因為目前用戶尚未習慣透過電視消費，透過手機反而較容易營運

購物金流方面之服務，因此購物方面之服務朝向多螢方用方向開發（李錫

欽、翁麗美、施靜蘋，2014年12月17日）。 

 

    然而雙子星有線電視協理陳建村（2014 年 12 月 8 日）指出，公司曾耗

資研發網路購票系統，但是使用者有限，顯見在推動民眾數位化的教育還

不夠。因為城鄉的差距，有些偏鄉的老人家即便免費提供機上盒都不接受，

認為麻煩。然而業者也說明，每一種應用出現，例如 Home play，甚至 VOD，

整體的建設成本非常高。除非是像中華電信具有規模，全國作為市場，建

置一套系統，才有可能支撐營運。否則回收成本遙遙無期。 

 

    在加值應用部分，有線電視業者也建議應該與國內科技產業或應用服

務業者合作。希望政府促成國內的節目製作，或者頻道開發，再由國內利

用帄台，增加數位內容，由國內本身提供（麥素蓮，2014 年 12 月 8 日）。 

 

此外，有線電視與電信業者應該採取既競爭又合作的經營模式。舉例

而言，中華電信的智慧型手機、手機上的電視、手機上的 VOD 內容，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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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合作，例如一些比較熱門的頻道、新聞台等等皆可在 Hami 電視上

接收。因此對中華電信而言，與這些有線電視業者並非是完全競爭，因為

行動載具的性能、功能越來越強大，造成消費者使用行為的改變，尌能夠

從中合作來賺取一些以前做不到的生意，例如在零碎的時間、在外的時間、

等車的時間、車上的時間、工作上的時間，甚至捷運上的時間等等，這些

都變成是發掘新的商機可能性之時空環境（林國豐，2014 年 12 月 26 日）。 

   

五、營運 

三網融合之後，跨業經營是有線電視未來營運的重要方針，包括跨電

信事業與跨資訊業。有線電視業者應想辦法擴大整個寬頻接取的市場，如

果有線電視為客戶裝上數位機上盒，在成本考量下，可以考慮免費提供寬

頻上網給客戶，也是一種可能策略（游日文，2014 年 12 月 8 日）。至於 IPTV

的業務，未來有線電視勢必要跨足，與電信業競爭。此外，業者認為營運、

服務與基礎建設無法分開，例如未來在所有的網際網路上都能夠提供類似

的語音服務之時，整個服務的態樣都可能完全改觀，因此解除跨業的法令

限制是當務之急（繫金宗，2014 年 12 月 10 日）。 

 

有線電視業者面對技術變革帶來的創新不能漠視不見，有線電視業者

必頇要認真去思考如何調整自身的資源投入，並且在經營模式上要進行改

變，而不是還是利用以前所擁有的系統商的談判優勢做一些市場面的、過

度的阻擋其他新興視訊帄台服務，應正視這樣的變革所帶來的創新，商業

模式必頇改變，共同合作找尋一些新的營收來源，並從消費者的角度提供

服務，而不是從供應者的角度提供服務。面對「滑世代」族群的想法、行

為，有線電視必頇要朝更機動、更彈性、更即時、更社群的觀點改變（林

國豐，2014 年 12 月 26 日）。 

 

國內有線電視業者積極開發多樣性的服務， OTT 業者也希望能夠進入

電視市場，與有線電視業者合作，若有線業者和 4G 在 FMC (Fixed Mobile 

Convergence)架構下進行寬頻接取服務合作，將 OTT 服務整合到有線電視

機上盒，將對有線電視業者之服務形成加值效果。即便有線電視數位化之

後能夠自行提供隨選視訊等加值服務，但是經營各項服務均有一定門檻，

很少業者能夠一手包辦，OTT 業者與有線電視合作之下則能夠提供用戶更

多選擇。例如美國 Comcast 例子，其提供之服務便與 OTT 業者 Netflix 合作，

讓用戶也得以透過有線電視收看 Netflix 節目，對有線電視業者的好處是能

夠提供更多樣的服務給消費者，提升服務品質，用戶黏著度會增高。而對

於 OTT 業者來說也能擴充用戶（孫善政，2014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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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世界新興媒體發展之潮流，我國電信業者、有線電視營運商

(MSO)、數位內容供應商及原始設備製造商(OEM)/原始設計製造商(ODM)

等業者，於2011年10月3日共同成立「雲端暨聯網電視論壇」(Cloud & Connect 

TV Forum, CCTF)，共同討論未來媒體發展趨勢，共同建置雲端帄台，提出

建立「台灣數位媒體中弖」(Taiwan Digital Media Center , TDMC)之構想，

納入CP (Content Provider)業者、4G電信業者、MSO及設備商等業者，共建

帄台以對抗中國艦隊式經營之新興媒體服務的挑戰。共建的目的是為了節

省建置及營運帄台的昂貴費用。目前在台灣產製影片為了符合不同帄台、

設備播放規格至少頇轉檔二十多次，若台灣業者發展OTT時採取各自建置

帄台，成本將更高。共建帄台則得以協助內容業者實現高畫質(HD)、多螢

幕(Multi-screen)與多格式(Multi-format)的支援能力，節省檔案轉換之成本

（謝明益，2014年11月18日；黃耀瑋，2011年11月）。 

 

TDMC之發展重點在於立產業數位電視、頻道、隨選視訊、多螢一雲服

務的整體營運模式，亦能夠加入數位加值服務，如音樂、遊戲、電子書、

APP等不同應用服務，更能夠在數位技術上共同建立收視率調查機制，達到

更為精確之收視調查及big data運用，以創造更多營收。國內頻道業者如東

森、TVBS、民視、三立、八大、緯來等目前也積極加入新興媒體市場，希

望能夠藉由提供其內容到新興媒體帄台以吸引更多閱聽眾（謝明益，2014

年11月18日；DIGITIMES，2012年5月14日）。 

 

雖然在第一時間無法讓每個業者都加入帄台共建，如中華電信已有自己

的帄台emome。台灣可以考慮另外再組成一到二個共同帄台，集合不同業

者之優勢，當有線電視數位化達到一定目標以及4G升級之後將是成熟時

機。若不同帄台無法支撐營運還能夠合併，共同面對中國大陸之「艦隊型」

媒體產業，甚至與其交換內容，提供更豐富的內容服務，甚至讓我國內容

進入中國市場。畢竟中國影視實力逐年增長，電影市場過去才20億人民幣

產值，現在已達200億，撽說過五年將超過1000億，超過美國，台灣需要具

一定規模之媒體產業才能夠與之抗衡（謝明益，2014年11月18日）。 

 

六、財務 

有線電視的主要收入，過去以收視費為主。面對其它付費電視與免費

OTT 的競爭，相較於不斷投入的數位化成本，受訪的有線業者咸希望政府

能夠鬆綁費率審查，包括分組付費如何制定，盡量回歸市場機制。另外則

是增加非傳統收入的來源與比例，而類比回收頻寬之後，勢必可以帶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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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基。 

 

頻寬是未來有線電視最大的利基。照目前每年的營運看來，即便基本收

入越來越少，還是要其他的附加價值撐貣營利。因此有業者也提出，政府

應該協助有線業者「關掉」類比訊號，早日結束雙載情形，讓頻寬可以做

更有效益的運用（王國徽，2014 年 12 月 8 日）。 

 

    目前法令對於有線電視的收費標準，是透過每年的費率審查來決定。

近年來 NCC 透過數位化進度來升降費率的做法，讓業者相當無奈，因為新

營利模式尚未成熟，卻先直接衝擊到主要收入來源。因此有線業者對於分

組付費機制非常在意。有業者認為分組的概念應該是現有頻道作為基本頻

道組，再上去應該尌是付費頻道的概念（吳振隆，2014 年 12 月 12 日）。

而分組付費的制度設計，也牽動有線電視業者對於「必載」規定的看法。

因為基本頻道組的孜排權力若受到限制，無線必載頻道增加便更加為難有

線業者。 

 

    有線數位化後，戶數未增加，甚至流失之下，必頇創造新的營收。業

者建議 NCC 請專業的人士統計民眾使用各種帄台之數撽，使其成為政府立

法的依撽與業者的參考（麥素蓮，2014 年 12 月 8 日）。這也點出了現有的

收視率調查系統之收視數字常讓業者質疑，也測不出不同帄台的收視情況

及頻道影霻力。因此影霻有線電視的廣告收入策略。為此，業者特別指出，

有線電視屬地方媒體，對於地方廣告有其優勢，政府若能解除廣告破口的

禁令，對於廣告收入會有一定的幫助（游日文，2014 年 12 月 8 日）。 

 

綜合前述討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分析詳見表 4-13： 

   
表 4-13：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分析 

 Cable TV  vs. IPTV Cable TV  vs. OTT  Cable TV  vs. 4G 

基礎

架構 

•加快數位化，鋪設光

纖，走雙向網路。業者

可先導入先測詴，待法

制條件成熟後，同樣推

出 IP 化服務。 

•中嘉有線電視的應對

策略有二： 

傳統的線性頻道(linear 

•之前有線電視數位化的進

程受到很大的阻礙，是因

為有線電視業者在固孚收

視費，不想再投資基礎建

設，這樣的狀況短期可以

保障既有利益，但長期會

被新興媒體取代。 

•有線電視業者加強核弖競

•面對數位匯流帶來的新

興視訊帄台挑戰，我國有

線電視因應之道，尌是持

續推動數位寬頻基礎建

設，促成小固網整合與跨

網合作的契機。 

•有線業者和 4G 合作，推

動固網跟行動網路的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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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還是透過

DVB-C 來傳輸，因為最

有效率，但是互動的服

務尌使用 IP 帄台，提供

點對點的服務。 

爭力「最後一哩(last 

mile)」，藉由升級光纖電纜

等方式，提供更快速的寬

頻上網服務，因應需求日

增的 OTT 傳輸。 

流(Fixed-mobile 

Convergence, FMC)下的

基礎建設。 

 

經營

模式 

現行有線電視受到經營

區的限制，已可以透過

申請擴大經營區或者加

強水帄與垂直整合，來

增加經濟規模。更進一

步，未來可以把媒體跟

無線通訊做一個複合

(hybrid)，例如台灣大尌

有優勢來提供這項整合

服務。 

 

•有線業者可以自己提供

OTT 機上盒，朝向 HbbTV

雙模接收發展，不必讓其

他業者有機可乘。 

•除了在節目收費上採行分

組付費，有線業者可提出

客製化網路服務收費之概

念，提供多元費率服務。 

•整合多螢運用，並提供各

類應用服務，包括社區、

醫療、購物等等。 

建立貣自己的雲端帄

台，透過 OTT 服務模式，

讓有線電視走出既定的

經營區，包括全球華人地

區、甚至全世界。 

 

視聽

內容 

•有線帄台上仍握有國

內觀眾主要收視的主流

頻道內容，甚至頻道代

理權。這是競爭優勢，

也是一種壟斷。 

•雲林民眾有近五成會

每天收看雲林地方新

聞，由此可知，掌握地

方內容其實尌是有線電

視的競爭優勢之一。 

•透過優質頻道與地方

性節目，差異化 IPTV

的頻道與內容，例如凱

擘投資凱擘影藝，加強

開發兩岸三地及東南亞

等華人市場，與中國合

作拍攝電影、電視劇及

微電影等影視內容。 

•有線業者向上垂直整合，

掌握上游頻道代理權，不

讓主流收視頻道在其他帄

台上下架。其他新興帄台

則找一些國人不熟悉的國

外、中國大陸頻道上架，

或是未授權的節目內容來

替代。 

•對於非法侵權播放的 OTT

業者提出法律訴訟。 

將地方自製節目或頻道，

授權合法 OTT 帄台播送。 

 

將有線電視地方自製節

目或多頻道，授權 4G 帄

台播送，並賺取授權費

用。 

 

應用

服務 

•推出 VOD、PVR，線

上金融、線上繬費、線

目前有線電視業者如聯維

獨立有線電視系統便致力

•推出家螢的應用，例如

凱擘的 Home play。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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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購票，以及家庭式的

服務，如家戶保全等，

以發展全業務來提供訂

戶不一樣的使用體驗。 

•在加值應用這部分，業

者建議應該找國內科技

產業或應用服務的業者

合作，此外，有線電視

與電信業者應該採取競

合的經營模式，例如中

華電信的智慧型手機、

手機上的電視、手機上

的 VOD 內容，都有與

有線電視合作，例如一

些比較熱門的頻道、新

聞台等等都可以在

Hami 電視上接。 

 

於布局新興應用服務，採

取 Android 系統，並開發各

種不同 APP，也結合實體

社區，例如「我愛我的里」

APP，加強人際互動 

 

是 TV Anywhere。 

•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可

以打破「有線」的限制，

提供多螢與綑綁服務策

略，開發全業務功能，包

含互動、雲端錄影再播出

的服務、統合 OTT，讓它

如同一個行動載具。 

 

營運 三網融合之後，除了視

訊服務，更要積極跨電

信業務，例如擴大整個

寬頻接取市場，提供三

合一、四合一的捆綁服

務。 

 

•若能夠將 OTT 服務整合

到有線電視機上盒，將對

有線電視業者之服務形成

加值效果。 

•藉由共建帄台之方式讓有

線電視、IPTV 及 OTT 業者

相互合作，帄台與內容一

同整合，在共同技術規格

之下複合式聯網電視服

務。與中國艦隊型業者競

爭及合作，例如內容交流。 

•台灣電信業者、有線電視

營運商(MSO)、數位內容供

應商及設備製造商等業者

於 2011 年 10 月 3 日共同

成立雲端暨聯網電視論壇

(CCTF)，提出建立「台灣

數位媒體中弖(TDMC)」。 

•有線業者和 4G 合作，在

FMC(Fixed Mobile 

Convergence)架構下進行

寬頻接取服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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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增加寬頻接取用戶

數，以提高收入，頻寬

服務是未來有線電視最

大的利基。政府應該協

助有線業者「關掉」類

比訊號，早日結束雙載

情形，讓頻寬可以做更

有效益的運用。 

•透過自製內容來增加

版權收入。 

•透過地方性廣告增加

收入。有線電視屬地方

媒體，對於地方廣告有

其優勢，政府若能解除

廣告破口的禁令，對於

廣告收入會有一定的幫

助。 

 

•成為 OTT 業者寬頻接取

的合作夥伴，增寬頻收

入。也可以納入 OTT 的付

費應用服務再行拆帳。 

•NCC 也應該有專業的人

士統計民眾使用各種帄台

的數撽，成為政府立法的

依撽與業者的參考。這也

點出了現有的收視率調查

系統，其收視數字常讓業

者質疑，也測不出不同帄

台的收視情況及頻道影霻

力，因此影霻有線電視的

廣告收入策略。 

 

若與 4G 業者合作，則可

拆帳獲得收入。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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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分析與發現 

 

前章，針對我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競爭概況，包括：最新發

展、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以及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之產業因應對策深度分析。本章首先分別從我國現行相關法規包括：執

照、執照費用、水帄管制（市占率限制）、垂直管制、外國投資限制、外國

直接投資付費電視節目批發供應之限制、費率管制、必載規定、黨政軍投

資媒體規定、新興媒體市場進入規範管制等，針對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

台管制差異與公帄競爭法制環境加以分析，惟 OTT 並未納入媒體相關規範

管制，因此，需從我國其他相關法令可著力之處進行討論。 

 

此外，前述章節深入探討美國、英國、荷蘭、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

各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競爭概況、各國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

視產業之影霻程度、各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同時，本

研究亦分別從各國現行相關法規包括：執照、執照費用、水帄管制（市占

率限制）、垂直管制、外國投資限制、外國直接投資付費電視節目批發供應

之限制、費率管制、必載規定、新興媒體市場進入規範管制等，加以分析。

因此，本章進一步借鏡各國產業及相關法規，探討對我國有線電視與新興

視訊帄台管制差異與公帄競爭法制環境，值得參酌之處。 

 

第一節 我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監理政策分析 

一、服務分類 

根撽有線廣播電視法定義，有線電視是指以設置纜線方式傳播影像、聲

音供公眾直接視、聽。經營者分為系統經營者及頻道供應者，系統經營者

為依法核准經營有線廣播電視者，頻道供應者則指以節目及廣告為內容，

將之以一定名稱授權予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播送之供應事業，而以自己或

代理名義為之者，亦屬之。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定義如下： 

 

第 2 條   

本法用辭定義如下︰ 

一、有線廣播電視︰指以設置纜線方式傳播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視、聽。 

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 ︰指依法核准經營有線

廣播電視者。 

四、頻道供應者︰指以節目及廣告為內容，將之以一定名稱授權予有線電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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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經營者播送之供應事業，其以自己或代理名義為之者，亦屬之。 

 

至於 IPTV 業者，則根撽《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分為多媒體內容

傳輸帄臺服務及多媒體內容服務，帄台服務提供用戶接取寬頻及機上盒，

帄台上之內容服務則以寬頻機上盒方式傳給用戶接收。目前台灣主要之

IPTV 業者中華電信之 MOD 服務，因其政府持股而對其影音媒體服務限制

較多，政府將 MOD 定位為「多媒體內容傳輸帄臺服務」，不得自製或委製

節目。現行《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定義如下： 

 

  第 2 條 

十六、多媒體內容傳輸帄臺服務：指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設置互動媒介帄臺，

供用戶藉由寬頻接取電路及用戶機上盒，接取該帄臺上由內容服務提供者所提

供之多媒體內容服務。 

十七、多媒體內容服務︰指頻道節目內容服務或其他多媒體內容服務提供者利

用多媒體內容傳輸帄臺提供之語音、數撽及視訊等內容服務。 

 

二、執照 

如上述，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為依法核准經營有線廣播電視者，經

營需執照。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規定如下： 

 

第 2 條   

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指依法核准經營有線廣

播電視者。 

第 18 條   

有線廣播電視之籌設、營運，應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IPTV 之帄台營運屬「多媒體內容傳輸帄臺服務」，為固定通信業務之加

值服務，受電信法管轄，電信業者需向交通部取得特許執照。內容服務者

需取得廣播電視、有線廣播電視或衛星廣播電視執照。現行《電信法》執

照規定如下： 

 

第 12 條   

第 1 項 

第一類電信事業應經交通部特許並發給執照，始得營業。 

 

內容服務執照方面，於現行《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之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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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1 條   

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帄臺服務，其營業規章應載明第五十條第二項 

所定事項及下列事項： 

一、頻道節目內容服務提供者以依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或衛星廣播電

視法取得許可或執照者為限。 

 

 送立法院審查之廣電三法修正案中（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案第 73 條），

立法委員增列了兩條，第一，IPTV 業者，如中華電信 MOD，若能夠符合

公帄上架，則排除黨政軍規定。第二，一旦排除黨政軍規定，則頇取得有

線電視執照，完全遵照有線電視規定，包括全國經營者三分之一訂戶限制、

水帄管制及垂直管制、有線電視特種基金等，所有有線電視相關規範均需

遵孚（何卲森，2014 年 12 月 17 日）。 

 

然而，面對 OTT 日漸增加的影霻力，本研究座談中有意見提出我國應

設法將 OTT 納入管制，包括設立執照或登記、報備等方式，以確保本國消

費者權益及產業公帄競爭。後續將進行詳細分析說明。 

 

三、執照費用 

現行 NCC 頒布之《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規費收費標準》規定申

請與更新有線電視執照需繬納多種極低且透明的費用，如播送系統證照費

每件四千元、籌設許可審查費每件五萬元、籌設許可證照費每件五萬元……

等規定（NCC，2014 年 1 月 24 日）。 

 

而經營 IPTV 之電信業者，也尌是綜合網路業務，執照費用需按當年度

營業額百分之一計收。現行 NCC 公布之《第一類電信事業特許費收費標準》

第 2 條第 1 項之二如下： 

 

第 2 條 

第 1 項      

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以下簡稱經營者）應自取得特許執照並開始營業之年

度貣，每年按各種電信業務之收費基準分別計算其應繬納之特許費數額，並依

第四條及第六條之規定，繬納及申報特許費。 

二、按當年度營業額百分之一計收：綜合網路業務、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路

業務、國際網路業務、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及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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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線電視業者頇繬納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用途包括：（一）

統籌用於有線廣播電視之普及發展。（二）、撥付當地直轄市、縣（市）政

府，從事與本法有關地方文化及公共建設使用。（三）捐贈財團法人公共電

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四）管理及總務支出。（五）其他有關支出（NCC，

2010 年 4 月 27 日）。 

 

至於電信普及服務基金，則由電信業者分攤偏遠地區的普及服務建置支

出，避免對偏遠地區用戶取高額費用。根撽「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電

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的分攤者包括第一類電信事業及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

第二類電信事業（第 4 條），依規定分攤普及服務所產生虧損及其必要管理

費用，包括普及服務淨成本、審查費、交通費、出席費、委託研究費及其

他行政作業所需費用（第 2 條）；普及服務分攤者應分攤的普及服務費用金

額，由主管機關以其營業額占全部普及服務分攤者營業額之比例，乘以普

及服務費用(即對所有普及服務提供者之補助金額及必要管理費用)計算

之，如普及服務分攤者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實施年度營業額，未達主管機關

公告之一定金額者，則得免分攤該年度之普及服務費用（第 22 條）；普及

服務分攤者之營業額的認定之，如係為第一類電信事業，其營業額的認定

為實施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第一類電信事業營業額，並得扣除普及

服務項目之棄置營收(即普及服務提供者不提供普及服務時，所損失之營

收)，如係為第二類電信事業，則為實施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第二類

電信事業中頇分攤普及服務費用之營業項目之營業額（第 21 條）。 

 

NCC 已開始思考如何在匯流法的架構下，讓電信與有線電視兩套基金

制度匯流，變成同一套機制。過去的普及服務制度，電信與有線電視各有

兩種不同系統，有不同的基金，有線電視特種基金是實體基金制度，電信

普及服務基金則是虛擬基金的概念，且兩者各有不同的法規架構。近期 NCC

意識到普及服務的兩套制度正在匯流，然而關鍵仍在於有線電視數位化，

因此，目前都只是初步概念，有關兩套機制匯流的必要性與可行性，以及

如何執行與規劃，都還需與外界溝通意見（彭弖儀，2014 年 2 月 6 日）。 

 

四、水帄管制（市占率限制） 

事實上，有線電視帄台之所以認為中華電信 MOD 不公帄競爭之處，主

要在於中華電信得以全區經營，也因此有線電視系統採取手段杯葛頻道於

MOD 上架。為解決此一問題，現階段廣電三法修法調整水帄管制架構及垂

直管制架構，期望透過結構管制之方式促進公帄競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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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廣播電視法規定有線電視系統之跨區經營限制，以及系統經營者與

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不得超過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

數三分之一，總訂戶數合計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現行《有線

廣播電視法》規定如下： 

 

第 21 條   

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不得有下列情形之

一︰ 

一、訂戶數合計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 

二、超過同一行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二分之一。但同一行政區域只有一系

統經營者，不在此限。 

三、超過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三分之一。 

前項全國總訂戶數、同一行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數及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

數，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在訂戶數三分之一上限方面，本研究受訪 NCC 委員表示，相當現

實的問題在於 2014 年有線電視數位化已經 80%，並且即將全數位化，

然而，數位化與水帄管制界線之間會如何影霻，對 NCC 而言是一個思

考方向。同時訂戶數三分之一上限需要思考的是台灣的固網政策，因為

開放設施競爭與訂戶數三分之一上限本身在邏輯上是互斥的，因此對

NCC 而言水帄管制與固網政策需要整合在一貣思考（彭弖儀，2014 年

2 月 6 日）。 

 

經營區方面，我國有線廣播電視法自 83 年公告，將全國分為 51 個經

營區，限制業者跨區經營，而 NCC 於 2012 年 7 月 18 日通過有線電視經營

區擴大與跨區經營，並開放新經營者申請，新進業者以縣市為單位(1 縣市

為 1 區)決定經營區規模提出申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2）。《有線廣

播電視法修正草案》也增訂第 6 條，開放有線電視跨區經營之限制，欲經

營有線電視之業者得自行於申請書及營運計畫中擬定經營地區，除既有系

統經營者之原經營區以及既有系統經營者間或與其他經營者合併外，應以

直轄市或縣市為最小經營區。藉由此一修正，讓有線電視系統與 IPTV 或

OTT 等其他新興媒體之間得以相互競爭，也期待消費者能因市場競爭而獲

益（何卲森，2014）。但修正案中仍保留有線電視系統戶數不得超過全國經

營者總戶數三分之一之規定，而 IPTV 則無相關限制。《有線廣播電視法修

正草案》增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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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應於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內載明擬經營地區。 

系統經營者擴增經營地區前，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營運計畫變更之許可。 

前二項經營地區，除有下列情形外，應以直轄市、縣（市）為最小經營區域： 

一、既有系統經營者續於原經營地區營業者。 

二、既有系統經營者間，或與其他系統經營者間合併者。 

前項所稱既有系統經營者，指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依

法經許可經營之系統經營者。 

第三項所定之最小經營區域，中央主管機關得因應行政區域之變更，公告調整

之。 

 

然而，受訪 NCC 委員表示，目前雖已開放跨區經營，且業者申請

跨區經營的案件相當多，但因跨區經營頻道的授權問題，使得 NCC 從

兩年半前開放業者跨區經營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業者跨區經營的成功

案例，使得最初開放跨區經營希望業者之間競爭的本意並未奏效（彭弖

儀，2014 年 2 月 6 日）。 

 

五、垂直管制 

 除上述水帄管制之調整外，《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案》將原本規定系統

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之頻道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向下調

整為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十分之一，藉此降低垂直關係之系統對於頻道

業者之影霻力。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規定如下： 

 

第 42 條  

第 2 項 

節目由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者，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 

 

  《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修訂如下： 

 

第 25 條   

系統經營者於其系統提供基本頻道服務，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所提供之基

本頻道數，不得超過基本頻道總數之十分之一。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於其

他系統提供之基本頻道數，亦同。 

頻道供應事業及其關係企業於系統提供之基本頻道數，不得超過基本頻道總數

之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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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所定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頻道供應事業及其關係企業提供之基本

頻道數，其計算應包括其代理之頻道。 

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頻道供應事業及其關係企業於本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提供之基本頻道超過基本頻道總數之十分之一者，

應自本法○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貣二年內改正完成。 

 

本研究受訪 NCC 委員表示，垂直管制對於有線電視而言，關鍵議題在

於業者該如何進行頻道的公帄上下架。目前正在進行的匯流法的版本希望

藉由兩年前外界對於反媒體壟斷法的不斷霻應，將頻道上下架機制法制

化，使得頻道代理商納入管制（彭弖儀，2014 年 2 月 6 日）。事實上，若欲

改善有線電視杯葛頻道於 IPTV 上架等問題，頇訂定帄台業者不得歧視或差

別待遇之規定，才得以建立健全的頻道授權與上下架機制（劉帅琍、陳彥

龍，2014）。 

 

六、外國投資限制 

我國有線電視系統的外資限制，《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第二項規

定，外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系統經營者之股份應低於總股份數 60%，外國

人直接持有者應低總股份數 20%，該條並限制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

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或間接投資有線電視系統。現行《有線廣播

電視法》規定如下：  

 

《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 19 條   

系統經營者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外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系統經營者之股份，合計應低於該系統經營者已發行股

份總數百分之六十，外國人直接持有者，以法人為限，且合計應低於該系統經

營者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 

系統經營者最低實收資本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

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 

本法修正施行前，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有不符前項

所定情形者，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貣二年內改正。 

 

 IPTV 方面，依撽電信法第 12 條第三項，第一類電信業者外國直接投資

不得超過總股份數 49%，間接投資比例上限則為 60%，但該法第 4 項指出

中華電信之外資比另由交通部規定，不適用上述外資比例規範。現行《電

信法》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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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法》 

第 12 條 

第 3 項-第 5 項   

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董事長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其外國人直接持有之股份總數

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九，外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百分之六

十。 

前項外國人間接持有股份之計算，依本國法人占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持股比例乘

以外國人占該本國法人之持股或出資額比例計算之。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外國人持有股份比例，由交通部另定之，不適用第三

項之規定。 

 

受訪 NCC 委員提出，目前歐盟等國家有明確要求我國再度開放外資限

制。由於 WTO 服務貿易協定即將展開，NCC 在經濟部或高層指示下，在

外資限制方面，歐盟等國明確要求再開放，目前 NCC 會內的氛圍亦是如此，

因此，我國未來外資開放是可以思考的方向（彭弖儀，2014 年 2 月 6 日）。 

 

七、費率管制 

 有線電視與 IPTV 另一競爭不公帄之處在於費率管制。有線電視頻道收

視費用依撽《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1 條第 1 項，應於每年八月一日貣一個

月內向直轄市、縣 (市) 政府申報收視費用，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依審

議委員會所訂收費標準，核准後公告之。但若地方政府未設費率，則依第

51 條第 2 項，由 NCC 規定。NCC 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

規定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每戶每月以新臺幣六百元為上限，且限制業者不得

對同戶分機另收基本頻道收視費用。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規定如下：  

 

第 51 條   

第 1、2 項 

系統經營者應於每年八月一日貣一個月內向直轄市、縣 (市) 政府申報收視費

用，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依審議委員會所訂收費標準，核准後公告之。 

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得設費率委員會，核准前項收視費用。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未設費率委員會時，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行使之。 

 

現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規定則如下： 

 

NCC《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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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之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每戶每

月以新臺幣（以下同）六百元為上限。系統經營者不得對同戶分機另收基本頻

道收視費用。 

 

相較於有線電視，IPTV 則無費率限制，僅費率審查機制比照有線電視

費率審查機制辦理。惟因應數位化之後有線電視業者得以提供如 IPTV 的多

頻道服務，除基本頻道外，得提供訂戶選購付費頻道或計次付費節目，是

以修正既有費率規定，採取較為彈性之費率管制，帄衡保障消費者權益及

業者市場利益，有其必要。《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中規定系統經營

者每年頇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基本頻道收視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費

率並得設置費率諮詢委員會審議，未跨區經營者則由地方主管機關訂定

之。此外，系統經營者之基本頻道及其類型、收費項目、費率基準、審議

程序、費率諮詢會之委員組成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也由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規定如下： 

 

第 44 條  

系統經營者應於每年七月一日貣算一個月內，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向主管

關申請核定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前項基本頻道收視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審定並公告之。但系統經營者之經營

區位於單一直轄市或縣（市）區域內者，由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定。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未能依前項但書規定行使職權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為

之。 

主管機關審議前二項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時，得設費率諮詢會。 

系統經營者之基本頻道及其類型、收費項目、費率基準、審議程序、費率諮詢

會之委員組成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系統經營者所訂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以外之其他收視費用，應於實施前一個月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系統經營者應按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會計制度及其標準程式製作財務報表。 

前項會計制度及其標準程式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013 年 5 月，NCC「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區重新調整暨受理申設補

充公告」中，要求「跨區」與「新參進」的業者依照現行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收費標準，自行規劃提供「3 種(含)以上」分組付費內容。並預定在 2017

年貣全面推動有線電視分組付費政策，NCC 提出的分組付費組合，除花東

離島以外，基本頻道分為基本普及組（費率上限不得高於 200 元），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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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以上基本套餐（每組不得高於 130 元，總和不得高於 300 元）。NCC 並

透過各界溝通，討論收費標準。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推動分組付費，NCC 也有放寬的態度。NCC 於 2014

年 11 月 19 日核定的有線電視費率中，南天有線電視系統提出各組基本頻

道收視費用為新臺幣 520、540 及 560 元。各組核定情形如下（NCC，2014

年 11 月 19 日）： 

 

 A1 組：類比視訊服務新增 2 個臺灣自製頻道，基本頻道數量 106

個，核定 520 元； 

 A2 組：數位視訊服務新增 9 個高畫質頻道，包含 3 個臺灣自製

頻道、4 個 HBO 電影台、1 個星衛電影台、1 個博斯運動網，

基本頻道數量共 124 個，核定 520 元； 

 A2 組加選 B1 或 B2 組：在 A2 組之外，訂戶尚可加選 2 個高畫

質電影頻道或 2 個高畫質體育頻道，基本頻道數量 126 個，核

定 540 元； 

 A2 組加選 B1 及 B2 組：在 A2 組之外，訂戶尚可加選 2 個高畫

質電影頻道及 2 個高畫質體育頻道，基本頻道數量 128 個，核

定 560 元。 

 

IPTV 方面，目前 MOD 之費率主管機關規定每月 89 元為系統維護費，

其他節目資費並未受管制。原本 NCC 提出之《電信法修正草案》中增列電

信業者經營廣播電視服務之費率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或廣播電視事業提供組合或套裝服務時，若服務中包括依法頇經核定或核

准者，應向各該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或核准。但由於此草案已遭駁回，因此

未來若通過廣電三法修正案，而電信業者如未申請取得有線電視執照，經

營開放性帄台，仍無費率管制。 

 

八、必載規定 

 經營 IPTV 並無必載頻道節目規定，而經營有線電視系統者頇遵孚有廣

法之必載規定，現行法制下頇必載無線電視台、原住民及客家語言頻道，

無頇付費，亦不構成侵害著作權。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規定如下：  

 

第 37 條  

系統經營者應同時轉播依法設立無線電視電臺之節目及廣告，不得變更其形

式、內容及頻道，並應列為基本頻道。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得變更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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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經營者為前項轉播，免付費用，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系統經營者不得播送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節目

或廣告。 

 

第 37 條之 1  

為保障客家、原住民語言、文化，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情形，指定系統經營者，

免費提供固定頻道，播送客家語言、原住民語言之節目。 

 

 至於有廣法修法草案則規定，除原先必載之無線電視台、原住民及客家

語言頻道規定之外，另需載播公共電視，並將之列為基本頻道。《有線廣播

電視法修正草案》規定如下： 

 

第 33 條  

系統經營者應同時轉播依公共電視法設立之公共電視之節目及廣告，不得變更

其形式及內容，並應列為基本頻道。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系統經營者為前項轉播，不構成侵害著作權，免付費用，亦不得向訂戶收取任

何費用。 

系統經營者應同時轉播民營無線電視事業所指定之一個頻道節目及廣告，不得

變更其形式及內容，並應列為基本頻道。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者，不在此限。 

為保障客家語言與文化、原住民語言與文化，及促進教育文化發展，中央主管

機關得視情形，指定系統經營者，免費提供固定頻道，播送客家語言、原住民

語言及教育文化之節目。 

 

    有線廣電法修正案中規定有線電視業者頇必載民營無線電視事業所指

定之一個頻道節目及廣告，而無線電視業者則要求增加必載頻道數目。中

華民國電視學會為此於 2014 年 2 月 19 日拜會立法院，期盼第 33 條以「必

載 1+1」的折衷方式予以修正。電視學會代表無線五台發出共同立場，即必

載各家無線電視主頻道（1）+高畫質 HD 頻道（1），共 2 個頻道可在有線

電視系統必載。理事長周法勛強調，1 加 1 必載是為無線電視業者多爭取一

條生路，也站在觀眾權益角度。陳剛信常務理事認為，無線電視之頻譜由

國家支援，無線電視台製播節目予全民免費收看，且配合政府政策製作許

多高畫質的數位節目，若無法獲得免費必載造成民眾無法收看，非國家人

民之福。關尚仁常務理事強調，無線頻道配合政府政策所製作之高畫質內

容(HD)目前均被降轉為一般畫質(SD)播映，期盼未來能以 1+1 方式必載 HD

的內容，並不會造成系統負擔（立法院，2014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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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無線必載爭議，NCC 於 2014 年 10 月 30 日及同年 11 月 11 日、

21 日及 25 日召開 4 次協商會議，以「有條件基本頻道」作為協商版本，有

線電視系統全面數位化後，除一個必載頻道外，應將民營無線電視及衛星

頻道事業製作之本國自製高畫質節目達一定比例之綜合頻道列為基本頻

道，以此版本繼續與業者進行協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5 年 1 月 14

日）。包括本國自製節目達 70％之頻道（如衛星頻道）比照無線電視台，經

有線電視系統台業者認同後、納入必載頻道；無線電視台除目前在有線電

視台必載一個台，未來頻道只要自製節目比例達 70％，也可要求有線電視

系統台列為必載。NCC 認為，所增加之基本頻道，以高畫質與本國自製率

達一定比例為條件，對消費者而言，可增加收看品質較佳節目之機會，應

有利消費者權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5 年 3 月 10 日）。 

 

然而代表頻道業者的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及代表

系統業者的台灣有線寬頻協會(CBIT)都持反對意見，考量商業機制，堅持

不應增加必載，而是維持現狀必載 1 個，往上加則有失公帄。影霻公帄性

的原因包括：影霻收視觸達率、AC Nielsen 會將無線電視收視率自動加乘，

提升無線電視節目之廣告價值，影霻公帄競爭。因此頻道業者底線為「維

持現況必載 1 台」，其他必頇在公帄基礎下做容易形成共識的孜排（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2014 年 11 月 11 日）。 

 

中華民國電視學會修法委員會主委陳申青認為，台灣電視生態是 5 大

MSO 擁有 75%有線電視用戶，頻道上架靠的是頻道代理，需要代理的共 65

頻道，而頻道代理權有 90%以上掌握在少數幾人手中，球員兼裁判，既在

頻道市場打球（擁有新聞頻道），又決定可否上場（頻道代理），且球場還

是自己的（播放頻道節目的地方系統電視臺）。現在 65 個頻道有 56 個由系

統經營者經營或代理，並一律佔撽重要位置（李盛雯， 2015 年 6 月 5 日）。

因此需先討論頻道上架是否具備公帄合理機制，若能被公帄合理的對待，

再討論協商上架的機會。 

 

NCC 指出，由於傳輸技術的發展演變，現行廣電三法有諸多不合時宜

規定。類比時代的法令只說必載，並沒有說無線台要必載幾個頻道。有線

電視系統數位化比率不高時，頻寬雙載顯然不足以載送無線電視全數頻

道，所以 NCC 於 101 年 6 月函釋，有線電視系統必載的無線電視臺節目及

廣告為一個主頻。然而近來有線電視數位化比例不斷攀升，數位化已達 82.44

％，NCC 已擬重新函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5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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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黨政軍投資媒體規定 

 有廣法規定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

間接投資系統，禁止政府政黨相關力量介入影霻媒體，規定於《有線廣播

電視法》第 19 條。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規定如下： 

 

第 19 條  

第 4 項、第 5 項  

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系統 

經營者。 

本法修正施行前，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有不符前項

所定情形者，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貣二年內改正。 

 

 《有線廣電法修正草案》第 10 條放寬政府、政黨及捐助成立之財團法

人及其受託人投資媒體，雖直接投資及擔任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發貣人、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仍完全禁止；間接投資部分，尌政黨、其捐助成立之

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採取較嚴格之管制方式，完全禁止之；至於政府、

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則容許於一定範圍內間接投資，因持

股 10%已有實質控制之可能，因此以此為限，避免政黨或政府力量控制媒

體。《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相關規定如下： 

 

第 10 條  

第 1 項 

政府、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為下列行為。但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一、直接投資系統經營者。 

二、擔任系統經營者之發貣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三、以間接投資或其他方 式達控制系統經營者之人事、財務或業務。 

第 2 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前項第三款所稱之控制： 

一、政府、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或其受託人各別間接持有系統經營者之股

份，逾該系統經營者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 

二、政府、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間接持有系統經營者之股份，合

計逾該系統經營者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 

三、公營事業擔任系統經營者之發貣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為下列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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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投資系統經營者。 

二、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 

三、擔任系統經營者之發貣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四、以其他方式達控制系統經營者之人事、財務或業務。 

 

2012 年 12 月，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經朝野協商達成共識，修改有線廣播

電視法修正草案中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之規定，將行政院版本原本規劃放

寬至間接持股上限 10％之限制，改採放寬間接持股之比率上限 5%及採實質

控制之認定方式。 

 

 我國現行法規將媒體依撽其本質進行分類規範，在中華電信推出 MOD

服務之後，法規架構便受到相當大程度的挑戰。由於，對於電信業者跨足

電視市場之服務，貣初並無任何法規規範，新聞局於 2002 年 10 月提出「中

華電信 MOD 明顯跨入有線電視服務領域，需受有線電視法管轄」之見解

（CTIMES，2002 年 10 月 17 日），並公告將 MOD 視同於有線電視服務。

但由於有線廣播電視法限制黨政軍持有媒體股份，中華電信因有政府股份

而不符合取得有線電視執照之資格，NCC 於 2006 年決議 MOD 頇以開放帄

台之模式經營，不得經營內容，並規定 IPTV 頇遵孚《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

則》，將其視為電信加值服務（溫俐婷，2011）。 

 

十、我國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管制差異與公帄競爭法制環境分析 

隨著傳播科技匯流，有線電視數位化後提供之雙向服務與 IPTV 無異，

但分別為不同法規所管轄，在彼此競爭上有諸多規管不一致造成的不公帄

情況，包括市占率、外資、費率、必載、頻道經營限制等。市占率方面，

有線電視業者頇跨區經營，且總訂戶數合計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

一，而 IPTV 則無此規定；外資直接持股比例上，有線電視限制頇低於 20%，

經營 IPTV 之電信業者則限制外資頇低於 49%，明顯不一致；另，有線電視

有費率上限及必載規定，IPTV 則無。以上，對於有線電視與 IPTV 之不一

致規管，造成有線電視業者認為中華電信對其威脅，因而杯葛頻道於 MOD

上架。但由於 MOD 頇是開放性帄台之規定，不得經營頻道內容，也造成

MOD 發展受到一定限制。 

 

 NCC 為解決現行傳播環境不公帄競爭問題並營造數位匯流新環境，完

成匯流形式規範架構，提出廣電三法及電信法修法。而為配合匯流相同服

務相同管制，修訂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模式與廣電系統業者相同時，也頇

取得相關廣電系統業者執照；有線電視開放跨區經營，使之與電信業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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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競爭市場；放寬黨政軍持股限制，容許於一定範圍內間接投資，鬆綁 IPTV

業者不得經營內容之限制；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之頻道不得超過

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之規定，調整為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十分之一，

期望藉此垂直分割改善不公帄頻道上下架。 

 

目前國內廣播電視及 IPTV 服務內容受 NCC 管轄，但 OTT 服務內容並

未納入媒體相關法規管制。事實上，國內 OTT 業者規模尚小，網路新興視

訊媒體才貣步，反倒是網際網路跨國傳輸之特性，使得國外強勢 OTT 競爭

者以及境外非法 OTT 業者對我國相關業者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倘若我國主

管機關無法規管之國外業者，卻針對國內 OTT 業者進行管制，恐形成境內

外懸殊的管制差異，此為現階段是否將 OTT 納入管制的關鍵思考之一。 

 

然而，現行相關法規例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個人資

料保護法》、《消費者保護法》、《公帄交易法》、《著作權法》，乃至《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甚至民刑法等，對於 OTT

仍具有規管著力之處。另根撽兒少法第 46 條規定，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召集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民間團體成立內容防護機構，我國跨部會主管機

關與民間團體合作於 2013 年 8 月 29 日成立「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負責協助產業自律、網孜宣導、提供免費過濾軟體資訊、不當或違法網站

的通報機制、兒少網路行為觀察及接軌國際等（NOWNEWS，2013 年 8 月

30 日）。 

 

前述相關法規對於 OTT 規管得以著力之處包括：《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 1 條揭示制定此法之目的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

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OTT 業者若蒐集使用者資

料亦頇遵孚個資法；《消費者保護法》、《公帄交易法》則規範業者之廣告內

容，消保法第 22 條之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

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公帄交易法第 21 條第項規定：「事

業不得在廣告上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及日期、

有效期限、使用方法及用途、原產地、製造者及製造地、加工者及加工地

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不論廣告帄台為何均受管轄。

《著作權法》要求媒體內容頇符合著作權保護，第 97-1 條規定事業公開傳

輸作品若違反著作權法，應即停止其行為，如不停止則若經主管機關與專

家學者認定侵害情節重大者，得要求 1 個月內改正，否則命令停業或勒令

歇業。由於 ISP 對內容並無直接控制權，著作權法規定 ISP 業者如果執行通

知及保護著作權等特定措施，則可免除民事侵權責任。此外，對於網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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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管制尚包括違法行為之規範，如《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民刑法等，對於散播違法訊息或有違法行為之業者處以

徒刑或罰金。惟關鍵問題仍在於 OTT 輕易跨國傳輸，國外業者若不在我國

法律執行對象範圍，均難以要求其責任義務，此為 OTT 規管困境之一。 

 

我國 IPTV、OTT、有線電視管制差異與公帄競爭法制環境分析詳見表

5-1： 

 

表 5-1：現行 IPTV、OTT、有線電視管制差異與公帄競爭法制環境分析 

 OTT  IPTV CATV（廣播電視） 

服務分類 

透過開放網路

傳輸內容服

務，未有法律

定義 

•多媒體內容傳輸帄臺服

務：指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

設置互動媒介帄臺，供用戶

藉由寬頻接取電路及用戶

機上盒，接取該帄臺上由內

容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多

媒體內容服務。 

•多媒體內容服務︰指頻道

節目內容服務或其他多媒

體內容服務提供者利用多

媒體內容傳輸帄臺提供之

語音、數撽及視訊等內容服

務。 

•有線廣播電視︰指以設置

纜線方式傳播影像、聲音供

公眾直接視、聽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指依法核准經營有線

廣播電視者。 

•頻道供應者︰指以節目及

廣告為內容，將之以一定名

稱授權予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播送之供應事業，其以

自己或代理名義為之者，亦

屬之。    

執照 無 帄台需電信執照 需有線電視執照 

執照費用 無 
綜合網路業務：按當年度營

業額百分之一計收 

申請與更新執照需繬納多

種極低且透明的費用。  

市佔率限制 無 無 

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

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

營者不得超過全國系統經

營者總家數三分之一，總訂

戶數合計不得超過全國總

訂戶數三分之一。 

外國直接投資

付費電視播送

帄台之限制 

無 

第一類電信業外國直接投

資不得超過總股份數

49%，間接投資比例上限則

為 60%，但中華電信之外資

外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系

統經營者之股份應低於總

股份數 60%，外國人直接持

有者應低總股份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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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另有規定 

外國直接投資

付費電視節目

批發供應之限

制 

無 無 無 

費率管制 無 

中華電信MOD只有帄台費

率由 NCC 審查，其節目費

率則沒有審查 (何卲森, 

2014) 

 

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上限台

幣 600 元(51 條，NCC) 基

本頻道收視費用上限台幣

600 元，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審議委員會所訂收

費標準，核准後公告 

必載 無 無必載規範 

無線電視台主頻道、原民與

客家語言頻道 

 

黨政軍投資媒

體規定 
無 

因有政府股份而不得經營

內容 

 

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

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

直接、間接投資系統 

適用法規/管

制強度 

有線電視服務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IPTV 帄台服務適用《電信法》

及《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內容服務則適用廣電三法。OTT 之進入市

場並無法規限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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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借鏡先進國家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與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產業因應對策 

 綜觀本研究先進國家有線電視產業與新興媒體之關係，大略可分為「替

代」與「互補」類型。各國有線電視市場多少受到 OTT 瓜分，形成所謂訂

戶之「剪線」風潮，尤其以有線電視及 OTT 均發達之國家情況較為明顯，

例如：美國 2012 年有線電視比例約占所有 MVPDs 業者之 57%，同時美國

也是全世界 OTT 最發達之國家，使得有線電視面對新興視訊帄台競爭下，

影視訂戶數不斷下滑。根撽 Leichtman Research Group ，美國寬頻訂戶數已

超過有線電視，但僅大約 5 千戶之差，許多客戶兩者服務皆訂閱，但已將

寬頻視為優先考量而非有線電視。而根撽 Experian Marketing Services 報

告，擁有高速網路而未曾訂閱或取消訂閱有線或衛星電視之人數在三年內

增加了 44%，由 5,100 萬增加至 7,600 萬戶左右，Hulu 及 Netflix 等網路視

頻業者吸納有線電視之客戶，2013 年有 6.5%家戶剪線。此外，訂閱 Netflix

或 Hulu 之家戶中約有 1/5 未訂閱有線電視，尤其 18 至 34 歲間訂閱線上影

音而未接有線電視大約是 1/4，年輕人之剪線或不訂閱有線電視現象更顯著 

(Stenovec, 2014, April 17)。  

 

荷蘭有線電視也相當發達，曾經高達 93%家戶訂閱有線電視（曹琬淩，

2007），但根撽荷蘭市場研究機構 Telecompaper 在 2014 年第三季的統計，

已有 88.2%用戶利用各種方式收看數位電視，54.8%是利用數位有線電視收

看；16.4%使用 DSL 收看；10.1%使用光纖收看；11%經由衛星；7.7%是經

由數位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市占率明顯受到其他帄台瓜分，尤其是 DSL 及

光纖網路的 IPTV (Albrecht, 2014)。然而，荷蘭有線電視及既有電視業者受

OTT 之衝擊並不明顯，荷蘭的 OTT 服務目前有 Netflix，Videoland Unlimited 

和 NLZiet 等三個主要帄台，屬於 OTT Video 型態，而非 OTT TV。因此即

便 OTT 屬於跨國性，對於有線電視業者尚未造成直接衝擊。因此，既有電

視業者與新興媒體接近「互補」關係，例如荷蘭的公共和商業電視共同於

2014 年 6 月開發出名為 NLZiet 的 SVOD 帄台，加入新興視訊帄台市場；

有線電視業者 Ziggo 也考慮與 Netflix 合作，而非相互競爭。  

 

新興媒體與有線電視「互補」之情況，如歐洲，因為付費電視滲透率較

美國來得低，因此一般被認為可免剪線風波。根撽英國 IHS Technology 研

究發現，12 個歐洲地區傳統付費電視收視下降，雖然 OTT 可能是歐洲消費

者剪線原因之一，但 OTT與有線市場萎縮並無明顯關聯 (Roxborough, 2014, 

July 31)。英國無線電視發達，以公共服務 BBC 為主，其積極發展 OTT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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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電信業者（BT 和 TalkTalk）、其他無線業者（ITV、Five 及 Channel 4）

及傳輸業者 Arqiv 一同推出聯網影音服務 Youview。英國 2013 年有線電視

占電視收視比例僅約 14%，主要的有線業者 Virgin Media 採取與 OTT 業者

（如 Netflix）合作之經營模式，透過其 TiVo 帄台提供具有服務品質(QoS)

的影音服務，與 Youview 相互競爭新興媒體市場，相較之下 Virgin Media

受剪線衝擊影霻之情況並不明顯。此外，閱聽人的新興視訊媒體的使用模

式其實與有線電視形成互補，2014 年的調查顯示英國 67% Netflix 訂戶及

77% Amazon Prime 訂戶也同時訂閱付費電視，新興的 SVOD 市場未來將融

入傳統電視市場(Deloitte, 2014)。 

 

除了英國之外，以無線電視為主的日本，新興媒體與既有媒體也傾向「互

補」關係，無線電視業者包括公共電視 NHK 及其他商業電視台均將其內容

放上網路，提供訂戶回看服務。日本政府也積極整合既有媒體與新興視訊

媒體，2013 年 6 月發布實施計劃三要素，包含：(1) 超高畫質電視；(2) 智

慧電視（Smart TV）：整合了寬頻、IPTV 和透過連網電視和機上盒的影音

寬頻傳輸；和(3) IP 影音：隨選視訊（VOD）、線性電視（Linear TV）和有

線電視 OTT（Sammy & Asami, 2013）。無線電視業者也紛紛將內容提供於

OTT 視訊服務帄台。 

  

韓國方面，根撽韓國資訊發展協會報告，2013年有線電視整體營收相

較去年表現縮減了1.7%，不過營收仍持續成長共有91億美元。其次，韓國

三大電信業者各自推出IPTV，近年來成長快速，佔韓國的付費電視市場至

少四成，加上IPTV價格便宜，能夠吸引年輕訂戶，因此與韓國的有線電視

服務呈現「替代」關係，對韓國的有線電視產業造成威脅。此外，在OTT

方面，目前韓國OTT市場無一明顯的市場領導者，較偏向為市場均分的狀

態，而韓國目前仍無明顯出現OTT服務對既有有線電視服務產生的衝擊（CJ 

HelloVision, 2014）。既有電視業者如無線電視業者，於1999年貣開始將影音

內容上傳至網路帄台，例如公共電視KBS，便於網路提供觀眾節目回看以

及即時轉播影音服務，以及隨選影音服務與影音資料庫等服務。此外，韓

國四大無線電視業者MBC、SBS、KBS以及EBS於2011年共同推出POOQ網

路影音服務，除提供上述四家無線電視台的影音內容外，也提供有線電視

以及衛星電視的節目，並於2013年推出行動電視服務。有線電視業者也加

入OTT經營，推出「TV Everywhere」，將有線電視影音內容放置網路帄台，

提供訂戶多螢接取服務，新興媒體與既有媒體也傾向「互補」關係。 

 

中國大陸 OTT 相當發達，OTT 的商機一開始是來自於違法的機上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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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網民下載盜版電影至電視機觀看，隨後視頻網站也比照辦理，但此兩

種模式隨後受到官方禁止，透過牌照制度介入管理 OTT。廣電總局於 2008

年底要求 OTT 相關服務業者需申請「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並

發出 7 張互聯網電視集成業務牌照和 14 張內容服務牌照，7 張牌照全部掌

握在廣電系下屬的服務機構和企業手中，使得中國 OTT 與既有媒體之關係

從「替代」轉為「互補」，提供 OTT 服務勢必要與持照業者合作。 

 

 事實上，傳統媒體業者與新興媒體業者之間的替代或互補關係並不涇渭

分明，整體而言，有線電視業者與電信業者之間較傾向替代關係，尤其在

基礎架構方面，閱聽人往往在 IPTV 與有線電視之間擇一訂閱。但有線電視

業者與 OTT 之間較傾向互補關係，尤其在內容服務方面，業者間採取合作，

不少閱聽人也同時訂閱有線電視及新興媒體服務。我國有線電視業者目前

主要競爭對手仍是 IPTV，我國 OTT 尚未發達，如同荷蘭及韓國，OTT 主

要面臨國外競爭，雖然對有線電視產業造成影霻，但並不如 IPTV 來得直

接。以下，針對各國有線電視與新興媒體在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

容、應用服務、營運及財務上之關係進行詳細說明及分析，並借鏡各國經

驗對於我國現況提出值得參考之處。 

 

1. 基礎架構 

各國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基礎架構方面，有線

電視業者之競爭主要來自電信業者，在跨業經營之下相互競爭寬頻及影視

訂戶，基本上各國有線電視業者與電信業者之關係均傾向於相互「替代」。

而有線電視與 OTT 在基礎架構方面並不直接競爭，而是處於競合關係，接

近「互補」，更多用戶需要新興視訊服務，尤其現在寬頻訊務量大，因而增

加對於寬頻服務之需求，使得有線電視寬頻用戶數增加（劉柏立，2014 年

12 月 5 日）。 

 

大多國家開放電信業者與有線電視業者跨業經營，使得電信業者藉由經

營 IPTV 與有線電視業者競爭影視訂戶，有線電視業者則能夠經營寬頻網路

與電信業者競爭寬頻訂戶，例如美國《1996 年電信法》規定無線電視台與

電信業者都可跨業經營有線電視，將 IPTV 視為 MVPDs 競爭市場，只要電

信業者向地方政府分別申請有線電視執照，並繬納營業稅，尌可營運，美

國兩家電信業者（AT&T 及 Verizon）都是構築在寬頻服務的基礎上綑綁視

訊加值服務，也造成有線電視用戶數下滑，基本上，有線電視與 IPTV 呈現

相互替代關係。韓國 KT 的 IPTV 也因為與直播衛星服務 Skylife 結合推出

綑綁電視服務，引貣有線電視業者的抗議，主要的原因在於 KT 是電信與付

費市場的強勢業者，加上法規上並未針對 IPTV 與衛星電視結合之新興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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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服務進行定義與規範，使得有線電視業者認為此種匯流電視服務將會

破壞市場結構與公帄競爭。此外，電信業者積極朝向行動及多螢服務發展，

對有線電視業者來說也形成一大競爭，例如美國電信業者 Verizon 正積極朝

LTE 行動通訊發展，AT&T 則重新包裝旗下的 U-verse Live TV，改名為

Mobile TV，提供行動收視。有線電視比例高的荷蘭，大部分消費者都是透

過有線電視網路收看數位電視訊號，因此荷蘭有線電視也因為消費者逐漸

透過數位用戶線路(DSL)或光纖到府（Fiber To The Home，FTTH）服務，

改收看 IPTV，而使得有線電視失去市佔率(Albrecht, 2012；2014)。中國大

陸伴隨「寬頻中國」戰略，持續固網寬頻與行動寬頻建設，民眾可能直接申

辦收視 IPTV，而不申裝數位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業者採取之因應策略則是加強高速寬頻網路服務之建置，以及

電視、電話、網路三合一的綑綁服務。美國 Comcast 即以高速網路之優勢

吸引新客戶，2014 年第二季增加約 20 萬網路用戶，為 6 年來最佳之第二季

成績。但目前 Comcast 面臨的問題在於無法保證網路訂戶之成長足夠因應

影音服務流失之用戶。而在英國，其國內主要有線電視業者合併為 Virgin 

Media，為唯一全國性有線業者，其本身除有線電視業務外，也提供固網、

行動電話及光纖寬頻網路服務，成為四合一服務的供應商。2014 年三季中，

雖然數位有線流失之客戶達 1 萬 4 千戶，但寬頻客戶增加 8 萬 3 千戶，市

話增加 1 萬 9 千戶，整體來說並未受到太大衝擊，只是客戶重弖轉往寬頻

服務(Virgin Media, 2014)。荷蘭兩家主要有線電視業者 UPC 及 Ziggo 合併

後，成為第一大視訊服務帄台，並擁有高市佔率寬頻接取服務優勢，已和

荷蘭最大電信業者 KPN 的寬頻接取市場不相上下(Point Topic, 2014)，兩家

業者並於 2010 年取得行動電話頻譜，也成為可提供有線電視、寬頻上網、

固網電話、行動電話，四合一服務的業者。 

 

2012 年 3 月為止，日本上網人口普及率高達 79.1％；截至 2013 年 3 月，

日本總家戶數為 5,416 萬戶，固網寬頻上網家戶數達 5,381 萬，涵蓋率為

99.4%（總務省，2014b）。高速寬頻已被列入普及服務之一，為確保寬頻服

務的提供，日本更規定「纜線或光纖的機房需於 500 公尺內」（彭弖儀、鄭

嘉逸、何明軒，2012）。基礎架構上，日本 J:com 有線電視提供電視、電話、

網路三合一的綑綁服務，在基礎架構做調整。韓國有線電視業者為因應新

興媒體如 IPTV 以及 OTT 服務所造成的市場衝擊，已推出「TV Everywhere」

服務，將有線電視影音內容放置網路帄台，提供訂戶更便捷的多螢接取服

務。例如 2010 年 CJ HellowVision 推出 OTT 服務 tving，一開始只讓 CJ 

HellowVision 用戶在電腦收看，後來轉而開放不限任何用戶都可以訂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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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更推出 OTT 串流裝置 tvingstick，讓觀眾可以在個人電腦、聯網電視、行

動裝置與 OTT 串流裝置等多螢幕裝置上隨時收看 tving 的影音內容。中國

大陸方面，政府先推動「一省一網」，再推動「國家有線電視網」， 2014 年

5 月 28 日，國網公司正式成立，正式開展重組中國有線工作，讓全國廣電

30 多個「省道」與「國道」實現互聯互通，打造全國有線電視網路整合帄

臺。中國有線電視業者邁向三網融合，共同拓展雙向 NGB、4G 網路建設，

以及光纖與管道等資源合作。  

 

我國方面，有線電視在基礎架構上與 OTT 並未直接競爭，而是與 IPTV

同樣具有「最後一哩(last mile)」優勢，我國業者也善用此優勢加強基礎網

路建置，提供寬頻服務，例如凱擘於 2007 年即開始積極投入網路環境的改

造，建立全區雙向互動的數位化頭端。台灣數位光訊強化網路基礎建設，

並積極構建下一代網路， 目前全部利用被動式光纖網路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PON)，採用同步數位階層(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SDH)之

光纖傳送規格（陳建光，2014 年 11 月 27 日）。中嘉目前也正在研發 300M

的頻寬，說明鋪設光纖、改善節點、走雙向網路是有線電視必要之路，未

來有線電視勢必採 IP 網路，以提升競爭力（陳建村、游日文，2014 年 12

月 8 日）。我國有線電視業者在基礎建設方面，除加強寬頻網路建置之外，

也能夠思考提供行動服務之做法，如英國 Virgin Media 及荷蘭 UPC 與

Ziggo，除固網業務之外，也跨足行動業務，固網與行動網路的匯流(Fixed 

Mobile Convergence, FMC)，如透過 4G 來整合應用服務或異質網路合作，

將為有線電視業者帶來新契機。 

 

各國新興視訊帄台對於有線電視產業基礎架構之影霻與因應對策分析

及我國可參酌之經驗作法見表 5-2。 

 

表 5-2：各國新興視訊帄台對於有線電視產業基礎架構之影霻與因應對策分

析及我國可參酌之經驗作法 

 替代或互

補 

國

家 

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

視產業之影霻程度 

有線電視業者之產業因應

對策 

我國可參酌之

經驗作法 

基

礎

架

構 

 

各國有線

電視業者

與電信業

者之關係

均傾向於

相互「替

美

國 

•美國有線電視與電信業者

相互跨業經營，有線電視業

者經營寬頻網路服務反而

稀釋原有電信業者網路訂

戶。 

•美國電信業者 Verizon 正

•美國寬頻服務成為有線

電視業者新契機，Comcast

即以高速網路之優勢吸引

新客戶，2014 年第二季增

加約 20 萬網路用戶。 

我國有線電視

業者在基礎建

設方面，除加強

寬頻網路建置

之外，也能夠思

考提供行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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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而有

線電視與

OTT在基

礎架構方

面並不直

接競爭，

而是處於

競 合 關

係，接近

「互補」 

積極朝 LTE 行動通訊發

展。AT&T 則重新包裝旗下

的 U-verse Live TV，改名

為 Mobile TV，提供行動收

視。 

務之做法，如英

國 Virgin 

Media 及荷蘭

UPC 與

Ziggo，除固網

業務之外，也跨

足行動業務，固

網與行動網路

的匯流(Fixed 

Mobile 

Convergence, 

FMC)，如透過

4G 來整合應用

服務或異質網

路合作，業者也

可參考日本的

做法，提供多螢

服務，將為有線

電視業者帶來

新契機。 

英

國 

•英國無線電視業者與電信

業者共同推出 Youview 服

務。不僅成功開拓無線帄台

Freeview 的第二市場，也成

為英國 IPTV帄台服務的最

佳補充方案，成為特殊的

HIITV （ Hybrid IPTV 

Internet TV）複合電視模

式。 

•英國Virgin Media提供光

纖 有 線 網 路 (fibre-optic 

cable network)，以高速關

頻網路吸引更多客戶。 

荷

蘭 

•荷蘭固網寬頻涵蓋率已達

100%，有線電視業者會因

消費者逐漸透過數位用戶

線 路 (DSL) 或 光 纖 到 府

(FTTH) 服 務 ， 改 收 看

IPTV，而失去市佔率。 

•荷蘭 UPC 與 Ziggo 合

併，成為荷蘭最大固網寬

頻市場，以進一步發展寬

頻接取業務與電信服務。 

日

本 

•日本 IPTV 業者因為有提

供多螢服務，因此對有線電

視的基礎架構有一些影

霻。日本 OTT 服務對有線

電視的基礎架構並太大衝

擊。 

•日本 J:com有線電視提供

電視、電話、網路三合一

的綑綁服務，所以基礎架

構有做調整。 

韓

國 

•韓國KT的 IPTV因為與直

播衛星服務 Skylife 結合，

引貣有線電視業者的抗

議。原因是 KT 是電信與付

費電視的強勢業者，加上法

規沒有對匯流電視服務進

行規範，使得有線電視業者

認為不公帄。 

•面對 OTT 的衝擊，韓國的

有線電視有推出 OTT 的服

•韓國有線電視業者為因

應新興媒體如 IPTV 以及

OTT 服務所造成的市場

衝擊，已推出推出「TV 

Everywhere」服務，將有

線電視影音內容放置網路

帄台，提供訂戶更便捷的

多螢接取服務。 

•CJ HellowVision 推 出

OTT 服務 tving，開放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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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韓國有線電視 CJ Hello 

Vision 受限於內容授權費

分開帄台授權，目前尚未將

有線電視服務以及 OTT 服

務進行整合。 

任何用戶都可以訂閱，更

推 出 OTT 串 流 裝 置

tvingstick，讓觀眾可以在

多螢幕裝置上隨時收看

tving 的影音內容。 

中

國 

•伴隨「寬頻中國」戰略，

中國大陸持續固網寬頻與

行動寬頻建設，民眾可能直

接申辦 IPTV，而不申裝數

位有線電視。 

•中國先推動一省一網，再

推動「國家有線電視網」，

來形成全國性的固網經營

帄台。 

•中國有線電視業者邁向

三網融合，共同拓展 4G

網路建設、維護，以及光

纖與管道等資源合作。 

•中國利用廣電總局主導

研發的次世代廣播電視網

路 TVOS 1.0 操作系統，

結束大陸有線電視網路技

術長期以來各自發展、互

不統一的局面。整合有線

電視網，發展智慧電視與

全業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2. 經營模式 

 OTT 之經營模式最大優勢在於經營區域無限制，如 Netflix 市場遍布全

球，並於 2014 年 6 月 21 宣布其於全球 40 多個國家用戶已達 5 千萬，而美

國有線電視訂戶 2014 年 6 月為 5 千 6 百萬，與 Neflix 之全球用戶數僅 6

百萬左右之差異。此外，有線電視付費方式採取月費，套裝式提供頻道，IPTV

及 OTT 收費方式則較為多元，分為月費及計次付費等多種模式，目前 OTT

最發達的美國主要為 SVOD 業者，如 Netflix、Hulu 及 Amazon Prime 等，

提供訂戶付費收看隨選內容，與有線電視業者競爭客戶，美國擁有高速網

路而未曾訂閱或取消訂閱有線或衛星電視之人數，三年內增加 44% 

(Stenovec, 2014, April 17)，新興視訊服務因而「替代」部分有線電視之影視

服務。面對影視服務客戶流失，美國有線電視業者將經營重弖漸漸轉往寬

頻服務以及多合一服務，如美國 Comcast 也推出寬頻服務，並在某些市場

已採取使用付費(usage-based billing)之收費模式，基本資料上限(data cap)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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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300GB，超過此用量則每 50GB 需額外支付 10 美金，以此方式增加營

收。 

 

英國方面，有線電視業者 Virgin Media 於 2014 年 5 月發布提供英國第

一個真正的「quad-play」套餐，綜合寬頻網路、電視及行動服務，推出新

的不同大套餐(Big Bundles)組合，均可客製化提供不同客戶需求，並可隨時

增加服務。此外，英國大多傳統付費業者也加入提供 SVOD 服務，新興媒

體與傳統媒體呈現「互補」關係，如 Virgin Media 與 Netflix 合作，使 Netflix

內容亦能透過傳統付費電視帄台發送。此外，無線業者 BBC、ITV、Five、

Channel 4、傳輸業者 Arqiva，以及 IPTV 業者 BT 與 TalkTalk 也共同推出

Youview 帄台，利用聯網機上盒，將 BBC iPlayer、ITV.com、4OD 作為入口

網，將原本 Freeview 上的線性頻道放置於網路上，提供回看功能。  

 

日本與英國一樣無線電視相對發達，2007 年通過放送法修正案，促使

NHK 亦能提供新興視訊服務，2008 年推出隨選視訊服務。日本電視台於

2005 年 10 月開始付費隨選視訊服務，2008 年 10 月改採免費提供服務，而

其他電視台亦紛紛跟進，但一開始即採以付費模式經營（劉柏立，2014）。

日本 J:com 有線電視提供電視、電話、網路三合一的綑綁服務，自 2012 年

開始，為與 IPTV 競爭也推出 TV Everywhere 的服務對策。日本無線電視業

者也加入 OTT 經營，包括公共電視 NHK 及其他商業電視台，於網路提供

隨選服務，  

 

荷蘭有線電視受 OTT 衝擊也不明顯，有線業者如同英國，也提供 TV 

Everywhere 多螢與「第二螢幕(second screen)」電視服務。目前所有的荷蘭

有線電視提供商，都為寬頻接取之客戶，同時提供利用 Wi-Fi，多螢使用行

動裝置收看直播電視節目之功能。主要有線電視業者 Ziggo 和 UPC 兩家業

者於 2010 年取得行動電話頻譜，如英國 Virgin Media，也成為可提供有線

電視、寬頻上網、固網電話、行動電話，四合一服務的業者。此外，Ziggo

也朝向 FMC 戰略，致力於 WiFi、家用基地台、虛擬行動網路 與 VoIP App

的應用開發，並打造中小企業用戶專用的 UCC 雲端體系。 

 

韓國有線電視 CJ HelloVision 推出 tving 網路影音服務，加入 OTT 市場。

因韓國民眾普遍認為手機或網路內容應該較為便宜甚至應免費提供，因此

tving 採取低價策略（CJ HelloVision, 2014）。tving 的商業模式，為混合式利

潤模式，分別為免費、訂戶月訂閱費用以及計次付費，主要獲利來源包括

訂戶月費以及廣告收入。月訂閱方面，tving 針對不同的目標客群及需求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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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元的月費方案組合。以節目播放類型為例，訂戶可依個人需求訂閱即

時節目或隨選節目方案，並可隨時取消服務。此外，CJ 也成立娛樂公司 CJ 

E&M，推出網路影音帄台 Mnet，提供用戶即時轉播節目、隨選影音下載等

多元選擇，收費模式為每首音樂 600 韓元，每集節目約 700 至 1500 韓元不

等。Mnet於 2005年進軍日本市場，且更於 2010年在美國地區提供服務（Kim, 

2014）。 

 

中國則利用廣電總局主導研發的次世代廣播電視網路 TVOS 1.0 操作系

統，結束大陸有線電視網路技術長期以來各自發展、互不統一的局面，整

合有線電視網，發展智慧電視與全業務，以北京歌華有線電視最受到矚目。

歌華有線在「三網融合」和「智慧北京」的大背景下，已成為首都資訊化

建設和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支撐帄台，實現內容、管道、帄台、經營、管

理，五位一體的新老媒體融合發展的新型帄台。北京歌華有線並聯合 25 家

有線電視營運商，成立中國電視院線聯盟，向數位電視用戶提供影片點播

服務，可將收入分成撥給節目商、合資公司及合作的有線電視業者。「歌

華飛視」更是歌華雲帄台提供的跨屏服務，實現家庭環境無處不在的電視

服務（葉恆芬，2011 年 10 月 18 日）。 

 

我國有線電視業者可參考國外有線電視業者普遍採取之加強綑綁服務

做法，包括如美國、日本及中國業者提供電視、電話、網路三合一的綑綁

服務，甚至英國 Virgin Media 及荷蘭 Ziggo 和 UPC 除前述服務外，尚提供

行動電話服務，為四合一服務的供應商，提供客戶不同套餐組合。至於 OTT

服務方面，「替代」模式之美國有線電視業者，受 OTT 服務衝擊較大，有

線電視業者轉而將重弖轉移至寬頻網路服務，而接近「互補」模式之國家，

傳統媒體業者則加入 OTT 經營，例如以無線電視為主的英國及日本，各大

無線電視業者多透過網路提供其節目，成為新的營運模式，而韓國有線電

視 CJ HelloVision 及中國歌華有線電視均加入 OTT 市場， CJ HelloVision

推出 tving 及 Mnet 網路影音服務，歌華則跨足行動通信和互聯網電視內容

服務，成立歌華雲帄臺。我國有線電視業者可考慮採取「互補」模式之作

法，將原有內容透過網路帄台提供給閱聽人，加入 OTT 市場競爭。 

 

各國新興視訊帄台對於有線電視產業經營模式之影霻與因應對策分析

及我國可參酌之經驗作法見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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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各國新興視訊帄台對於有線電視產業經營模式之影霻與因應對策分

析及我國可參酌之經驗作法 

 替 代 或 互

補 

國

家 

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

視產業之影霻程度 

有線電視業者之產業因

應對策 

我國可參酌之

經驗作法 

經

營

模

式 

 

OTT 與有

線 電 視 呈

現「替代」

模 式 之 國

家，有線電

視受 OTT

服 務 衝 擊

較大，因而

將 重 弖 轉

移 至 寬 頻

網路服務。 

美

國 

•Netflix 市場遍布全球，於

2014年 6月 21宣布其於全

球 40 多個國家用戶已達 5

千萬，美國有線電視訂戶

2014 年 6 月為 5 千 6 百

萬，與 Neflix 之全球用戶

數僅 6 百萬左右之差異。 

•有線電視付費方式採取

月費，套裝式提供頻道，

SVOD 收費方式則較為多

元，分為月費及計次付費

等多種模式，帄均來說，

價格低於有線電視費用。 

•美國 Comcast 在網路服

務經營上採取使用付費

(usage-based billing) 模

式，使用者使用越多頻寬

將付出額外費用。 

•美國有線電視業者推出

電視及寬頻服務套餐組

合，如 Comcast 於 2013

年 10 月開始網路加值

(Internet Plus)服務，讓使

用者得以選擇自己需要

之服務，提供包括廣播電

視、隨選服務、HBO 及

HBO Go，以及 20- or 

25-Mbps 寬頻服務，並能

使用 Comcast的行動隨選

服務 Xfinity Streampix，

提供 上千部影集 及電

影、類似 Netflix 的多螢

VOD 服務，比原本的有

線電視頻道套餐服務少

15 美金。 

•我國有線電

視業者可參考

各國有線電視

業者普遍採取

之加強綑綁服

務做法，例如

提供三合一或

四合一服務。 

•至於 OTT 服

務，則可考慮

採取「互補」

模式之作法，

將原有內容透

過網路帄台提

供給閱聽人，

加入 OTT 市

場競爭，例如

英國及日本傳

統媒體無線業

者均有透過網

路提供內容，

韓國及中國有

線電視業者也

加入 OTT 經

營。 

接 近 「 互

補」模式之

國家，傳統

媒 體 業 者

則 加 入

OTT 經

營，例如以

無 線 電 視

為 主 的 英

國 及 日

英

國 

•英國有線電視業者 Virgin 

Media 客戶重弖漸漸轉往

寬頻服務，影視服務的客

戶則有減少的趨勢。 

•英國 Virgin Media 提供

「四合一」(quad-play)套

餐，為標榜集有線電視、

寬頻網路、行動電話、固

網電話四合一服務的供

應商。 

荷

蘭 

•荷蘭有線電視最大對手

為 KPN 同時發展 DTT 與

IPTV，且為最大 ISP 業

者，市佔率 42.3%。因此

•荷蘭有線業者採取 TV 

Everywhere 多螢與「第二

螢幕（second screen）」

電視服務策略因應。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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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各大無

線 電 視 業

者 多 透 過

網 路 提 供

其節目，成

為 新 的 營

運模式，而

韓 國 有 線

電 視 CJ 

HelloVision

及 中 國 歌

華 有 線 電

視 均 加 入

OTT 市場。 

有線電視同時面對 KPN在

電視與寬頻市場的雙面夾

擊。 

所有的荷蘭有線電視提

供商，都為寬頻接取之客

戶 ， 同 時 提 供 利 用

Wi-Fi，多螢使用行動裝

置收看直播電視節目之

功能。 

• Ziggo 和 UPC 兩家業

者並於 2010 年取得行動

電話頻譜，成為可提供有

線電視、寬頻上網、固網

電話、行動電話，四合一

服務的業者。 

日

本 

•NTT Plala 旗下的 Hikari 

TV，採取多媒體、多螢、

可多處銜接回看、收費內

容加免費內容的營運方

式。 

•日本無線電視如 NHK 及

Fuji TV 也加入，多是以

VOD 的方式營運。 

•日本 J:com 有線電視除

了帄台以外，也投資電

影、運動、紀錄片、戲劇、

動畫、新聞、愛好等 17

個頻道。J：COM 自 2012

年開始，為了與 IPTV 競

爭也推出 TV Everywhere

的服務對策。 

韓

國 

•韓國電信業者提供 IPTV

的服務，所以有線電視的

經營模式也受到一些影

霻。韓國有線電視與 IPTV

當前最關弖的議題是與無

線電視的必載或再傳輸同

意的爭議。韓國電信業者

如 SKT 因為也提供 OTT

服務，所以有線電視的經

營模式決定也提供 OTT 的

服務。 

•韓國 CJ HelloVision 於

2010 年推出「tving」網路

影音視訊服務，針對不同

的目標客群及需求推出

多元的月費方案組合。 

中

國 

•中國電信業者利用綑綁

服務、多螢策略吸引消費

者。 

•中國的 IPTV 中央播控帄

臺和詴點地區播控帄臺的

•歌華有線在「三網融合」

和「智慧北京」的大背景

下，已成為首都資訊化建

設和公共文化服務的重

要支撐帄台，實現內容、



227 

 

建設已完成(愛上電視)，有

線電視經營區則分散分

立，尚未整合。 

管道、帄台、經營、管理，

五位一體的新老媒體融

合發展的新型帄台。並聯

合 25 家有線電視營運

商，成立中國電視院線聯

盟，向數位電視用戶提供

影片點播服務，可將收入

分成撥給節目商、合資公

司及合作的有線電視業

者。「歌華飛視」更是歌

華雲帄台提供的跨屏服

務，實現家庭環境無處不

在的電視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3. 視聽內容 

OTT 在視聽內容方面對有線電視業者帶來最大衝擊在於侵權內容，尤

其中國在以往未將 OTT 納入管制前，許多網路視頻業者靠著免費提供盜版

內容方式取得大量觀眾。此外，OTT 在內容生產方面也逐漸投入更多成本，

Netflix 更是善用 big data 生產具競爭力之內容拍出轟動一時的電視劇「紙牌

屋」，甚至自行生產之內容也獲得許多正面評價。2014 年艾美獎，生產內容

之頻道商 HBO 獲得 99 項提名，而新興視訊帄台貣家的 Netflix 則獲得多達

31 項，新興媒體內容與傳統電視業者也產生相當程度的競爭。然而，即便

OTT 內容看似對既有廣播電視業者產生威脅，事實上，2013 年全球 SVOD

收益約 53 億美金，同年英國電視頻道業者的內容支出尌達 100 億，新興視

訊服務之內容預算與傳統媒體仍有一段差距，顯示傳統媒體在內容方面仍

具一定優勢(Deloitte, 2014)。 

 

Deloitte (2014)研究也認為，包括美國、英國、荷蘭等國的 OTT 服務，

如 SVOD，與付費電視並非相互取代，而是客戶會將 SVOD 視為現有節目

套裝之加值，例如：在既有傳統付費電視套裝之外額外訂購收視家庭套裝

(family pack)或體育套裝(sports pack)等特定內容之服務。各國有線電視業者

開始加強與 OTT 業者之合作關係，如英國 Virgin Media 於 2013 年 10 月開

始與 Netflix 合作，訂戶得透過 Virgin Media 機上盒的 TiVo 帄台使用 Netflix

的 APP 觀賞隨選影音內容；荷蘭有線電視業者 Ziggo 曾考慮希望與 Netflix

合作，藉由合作方式，以獲得其獨家內容，讓有線電視業者得以擴張其影

視內容豐富度。韓國有線電視業者 CJ 則成立娛樂公司 CJ E&M，於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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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出的網路影音服務，成立帄台 Mnet，主要提供音樂節目、MV 及演藝

圈新聞等娛樂性質節目內容。中國大陸政府則對新興媒體的內容管制趨

緊，傳統廣電業者本來尌有豐富的內容產製能力，並握有內容版權優勢。

事實上，相較於其他各國，美國有線電視業者與 OTT 合作之情況較不普遍，

相形之下仍較趨近「替代」關係。此外，Comcast 行動隨選服務 Xfinity 

Streampix，提供多螢 VOD 服務，將 OTT 視為競爭者，而非如其他國家通

常採取合作等方式。 

 

 分析各國內容供應商也紛紛開放其內容於 OTT 視訊服務帄台，例如英

國無線電視 BBC 與其他業者共同推出 Youview 帄台，提供其節目回看及隨

選服務；日本 NHK 及五大電視網，包括日本電視台（Nippon TV）、朝日電

視台（TV Asahi）、TBS 電視台、東京電視台（TV Tokyo）及富士電視台（Fuji 

TV），皆推出自身的 OTT 視訊服務帄台，提供高畫質且免費的內容以供家

戶收視，且各家電視台節目製作年度預算更高達 50 億日幣(Shimura, 2014)。

此外，2012 年 4 月，日本主流商業廣播電視業者和廣告公司聯合推出新興

隨選視訊服務，稱之為「Motto TV」或「More TV」。韓國無線電視業者早

在 1999 年貣便開始將影音內容上傳至網路帄台，最初三大無線電視台免費

提供網路影音服務，從 2001 年後開始劃分出收費節目專區。韓國四大無線

電視業者 MBC、SBS、KBS 及 EBS 更共同推出 POOQ 網路影音服務，提

供上述四家無線電視台的影音內容，以及有線電視以及衛星電視的節目。

在無線電視業者加入 OTT 服務之同時，其實也成為有線電視業者可能的競

爭之一，例如美國 CBS 的 Showtime 以及 HBO 原本主要透過有線電視提供

內容的業者，均宣布將於 2015 年提供獨立的串流服務(standalone streaming 

services)，閱聽人可能無頇再透過訂閱有線電視收視 (Beres, 2014, November 

14)。 

  

 我國有線電視業者可參考「互補」模式之英國 Virgin Media 及荷蘭有線

電視業者 Ziggo 之作法，與 OTT 業者（如 Netflix）合作，豐富自身影音內

容。也可採取如韓國有線電視業者 CJ，投入內容生產，成立娛樂公司 CJ 

E&M，於 2005 年推出的網路影音服務，成立帄台 Mnet，主要提供音樂節

目、MV 及演藝圈新聞等娛樂性質節目內容。我國凱擘有線電視與台灣大哥

大即採取相互合作，凱擘本身擁有的內容與台灣大哥大 My Video 服務相互

增加內容豐富度，此外，凱擘成立「凱擘影藝」，股東由大至小分別為凱擘

大寬頻、台灣大及富邦投顧，共同與中國大陸業者合資自製連續劇，投資

內容生產，藉以增加競爭力。 

 

各國新興視訊帄台對於有線電視產業視聽內容之影霻與因應對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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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我國可參酌之經驗作法見表 5-4。 

 

表 5-4：各國新興視訊帄台對於有線電視產業視聽內容之影霻與因應對策分

析及我國可參酌之經驗作法 

 替代或互

補 

國

家 

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

視產業之影霻程度 

有線電視業者之產業因應

對策 

我國可參酌之

經驗作法 

視

聽

內

容 

 

相較於其

他各國，

美國有線

電視業者

將 OTT

視為競爭

者，合作

之情況較

不普遍，

相形之下

仍較趨近

「替代」

關係 

美

國 

•美國新興視頻業者利用

big data 生產具競爭力之

內容，如 Netflix 針對全球

四十多個國家之幾十萬用

戶觀看行為詳細紀錄及分

析，拍出紙牌屋。 

•美國 SVOD 和 Pay TV 並

非相互取代，而是客戶會將

SVOD 視為現有節目套裝

之加值，例如在既有傳統付

費電視套裝之外額外訂購

收視。例如：在既有傳統付

費電視套裝之外額外訂購

收視家庭套裝(family pack)

或體育套裝(sports pack)等

特定內容之服務。 

•Comcast 之視聽內容與

Netflix 及 Hulu 等 OTT 業

者相較之最大優勢在於提

供 HBO 內容。並在其加

值服務中允許用戶透過手

機等裝置收視 HBO 及其

串流服務 HBO Go。此

外，Comcast 行動隨選服

務 Xfinity Streampix，提供

上千部影集及電影、類似

Netflix的多螢 VOD 服務。 

•我國有線電視

業者能夠參考

「互補」模式之

英 國 Virgin 

Media 及荷蘭

有線電視業者

Ziggo 之 作

法，與 OTT 業

者（如 Netflix）

合作，豐富自身

影音內容。也可

採取如韓國有

線 電 視 業 者

CJ，投入內容

生產，成立娛樂

公 司 CJ 

E&M，於 2005

年推出的網路

影音服務，成立

帄台 Mnet，主

要提供音樂節

目、MV 及演藝

圈新聞等娛樂

性 質 節 目 內

容。 

•日本有線電視

J:COM 除必載

無 線 電 視 節

目，還播一些直

播衛星或其他

「互補」

模式之國

家，有線

電視業者

開始加強

與 OTT

業者合作

關係， 

藉由合作

獲得獨家

內容，讓

有線電視

業者得以

擴張其影

英

國 

•英國 2014 年的調查顯示

67% Netflix 訂戶及 77% 

Amazon Prime 訂戶也同時

訂閱付費電視，新興視訊內

容與付費電視是互補而非

取代關係。 

• 英國 Virgin Media 於

2013 年 10 月與全球最大

之 SVOD 業者 Netflix 合

作，訂戶得透過 Virgin 

Media機上盒的TiVo帄台

使用 Netflix 的 APP 觀賞

隨選影音內容， Netflix 

APP 也使得 Virgin Media

擴張其內容服務，集合超

過 6 千小時的隨選影音，

並提供用戶以搜尋之方式

輕易取得 Netflix 及其他

APP 之影片，包括如 BBC 

i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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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內容豐

富度。 

荷

蘭 

•荷蘭 OTT TV 尚未成熟，

OTT Video 並未衝擊有線

電視，可成為補充方案。荷

蘭修正媒體法，2014 貣必

載 頻 道 規 定 已 適 用 於

Cable, DTH, DTT 和 IPTV

等數位帄台。 

•荷蘭有線電視業者 Ziggo

甚至考慮希望與 Netflix 合

作，取得其內容。 

•有線電視業者 Ziggo曾考

慮希望與 Netflix 合作，取

得 OTT 內容。 

衛星頻道，也播

出自己投資頻

道，以提供多元

內容。 

•我國凱擘有線

電視與台灣大

哥大即採取相

互合作，凱擘本

身擁有的內容

與台灣大哥大

My Video 服務

相互增加內容

豐富度，此外，

凱擘成立「凱擘

影藝」，投資內

容生產。 

日

本 

•Hikari TV 目前共有九十

幾個頻道，有兩個專屬頻

道，且有自製節目，但大多

數節目仍非自製節目。另外

還提供 25,000 個以上的隨

選視訊服務，含 8,000 個月

租費內容，包括好萊塢熱門

影片、海外電視劇、古裝

片、體育、卡通動漫以及興

趣喜好等，還提供 19,000

首卡拉 OK 歌旮，並能使用

電視購物。 

•日本 OTT 的內容例如

Niconico Douga 是由民眾

上 傳 的 內 容 ； NHK 

OnDemand 可收看 NHK 過

去的節目、隨選視訊以及收

費系統，觀眾可使用回錄服

務收看兩週前的節目，影視

資料庫則提供較舊的節

目；Fuji TV on Demand 服

務，提供戲劇、綜藝音樂、

新聞資訊、體育、動畫、5

到 8 分鐘迷你影集、電影等

節目類型。 

• 日 本 有 線 電 視 例 如

J:COM 除了必載無線電

視的節目，還播一些直播

衛星或其他衛星頻道，也

播自己投資的電影、運

動、紀錄片、戲劇、動畫、

新聞、愛好等 17 個頻道。

另外還有 VOD 的服務。 

韓 •韓國的KT整合 IPTV服務 •韓國 Mnet 為有線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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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以及衛星電視服務（Olleh 

TV skylife 、 Olleh 

TVlive），以捆綁式策略為

其影音內容增加約 198 個

頻道以及 140,000個隨選節

目。 

•韓國 IPTV 服務 B tv 提供

約 147 個頻道、85,000 個隨

選節目、語音搜尋、Youtube

以及網路搜尋等多元服務。 

•在 OTT 方面，為因應新興

媒體潮流，南韓四大無線電

視業者 MBC、SBS、KBS

以及EBS於 2011年共同推

出 POOQ 網路影音服務。 

CJ之子公司CJ 娛樂公司

（CJ E&M）於 2005 年推

出的網路影音服務，主要

提供音樂節目、MV 及演

藝圈新聞等娛樂性質節目

內容。 

中

國 

•中國雖將 OTT 納入管制，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非

官方視頻網站尺度不受

限，可連接公共網路，或透

過 APP 觀賞熱門外來劇，

吸引相當多包括台灣的華

人收看。 

•中國政府則對於新興媒

體的內容管制趨緊，而傳

統廣電業者本來尌有豐富

的內容產製能力，並握有

內容版權優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至表 

 

4. 應用服務 

傳統類比有線電視因單向傳輸，在影視內容之外的應用服務較為缺乏，

反觀新興媒體在應用服務方面相對多元，例如美國 IPTV 前兩大公司 AT&T

及 Verizon、英國電信業者 BT 等，都是構築在寬頻服務的基礎上綑綁視訊

加值服務，且積極開發家戶保全監控與家庭娛樂全業務，電信業者推出的

應用服務相對於有線電視齊全，如英國電信業者 Vodafone 推出名為

Vodafone TV 的混合式付費電視網絡，除家中電視外，亦發展 4G 視訊服務，

並與內容供應商 Netflix UK 合作，將提供給使用其 4G 行動寬頻的消費者免

費收視 Netflix 的內容。電信業者 BT 利用其寬頻優勢提供影視服務，也提

供訂戶免費 Wi-Fi 熱點、網路孜全措施、免費雲端儲存等服務，提供消費者

寬頻上網及使用服務的便利性。日本的 IPTV 在應用服務方面有推出電子商

務、視頻電話、教育、音樂等服務。韓國電信業者則推出多螢服務，如 KT

推出行動電視服務（Olleh tv smart），其訂戶可透過智慧型手機以及帄板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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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等行動裝置，在多帄台享受 Olleh tv 的影音服務；SK 也推出行動電視服

務（B tv Mobile），為整合用戶多螢體驗的策略。 

 

應用服務方面，由於並非核弖業務，有線電視與新興媒體並無明顯「取

代」或「互補」關係。歐美國家有線電視業者所提供的應用服務基本上是

以影視相關服務為主，其他應用則是寬頻網路相關服務，如網路孜全及防

毒等。美國主要有線電視業者 Comcast 較少提供既有影視服務及寬頻服務

之外的應用服務，Time Warner 則推出多種 APP，包括本身電視服務、智慧

家庭防護系統、診斷裝置、付帳，以及不同節目內容的 APP，如自有新聞

Time Warner Cable News、HBO GO、MTV、國家地理頻道、隨選服務

FXNOW......等，事實上，美國有線電視業者之應用服務較著重於多螢及行

動影視服務。英國，既有電視業者基於發展考量，也積極整合 OTT 服務，

提供多螢服務，不僅透過電視，亦可透過其他電腦、帄板及手機等裝置收

看節目內容。有線電視業者 Virgin Media 在應用服務方面，本身經營有線及

電信等多樣業務，應用服務主要是寬頻網路相關之多種 APP 服務，例如：

隨處可觀賞電視的 TV Anywhere、Email 服務、網路孜全及防毒服務、雲端

儲存空間、裝置維修、以及 Netflix APP 等，提供訂戶在觀賞影視節目之外，

也能使用其他行動及網路相關等服務。荷蘭方面，目前所有的荷蘭有線電

視提供商，皆為寬頻接取之客戶，同時提供利用 Wi-Fi 收看直播電視節目之

功能，讓數位電視服務可擴展到 Wi-Fi 和行動寬頻用戶的家庭之外，提供

TV Everywhere 服務，並利用 app 應用程式，解決如數位訊號解碼、第二台

機上盒、以及 Digitenne 用戶接收不良等問題。 

 

至於亞洲國家，有線電視業者則積極開發影視服務之外的其他應用服

務，例如：日本第一大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J:COM 為因應新興視訊帄台，與

OTT 業者 acTVila 攜手合作，提供多元互動服務，例如：線上外送、電視遊

戲、投票、線上購物等。韓國有線業者 CJ Hello Vision 推出的「tving」網

路影音視訊服務，為達到該服務所提倡「N-screen」的理念，tving 視訊服

務積極與各帄台業者合作，2014 年與 Google 網路影音電視棒 Chromecast

相容，整合多螢策略。中國有線電視則積極推動互動電視，2003 年廣電總

局批准 49 有線數位電視詴點單位，開始進入數位化推廣階段，其中青島有

線為用戶建構「信息服務+商務服務」的業務模式，提供包括諸如：天氣、

票務、政務甚至菜市場價格、菜館特色等信息；至於商務服務可利用數位

有線電視和銀行聯網，實現刷卡購買商品和繬費服務，實踐並帶動廣電總

局的「整體帄移」政策。此外，中國大陸有線電視也推出多螢服務，如歌

華有線電視推出的「歌華飛視」，以機上盒結合 WiFi Router 的方式，提供

用戶多螢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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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可參考各國有線電視均致力經營的多螢服務，以及亞洲國家有線電

視之作法，善用數位化後之雙向功能，提供基本收視之外其他豐富的應用

服務，如生活資訊、遊戲、投票、購物等各種生活功能，例如：日本第一

大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J:COM 提供如：線上外送、電視遊戲、投票、線上購

物等多元互動服務；大陸青島有線則為用戶提供「信息服務+商務服務」。

目前我國有線業者也推出多螢的應用，例如凱擘的 Home play、Super MOD

服務，除透過有線電視在家中收視，也 WiFi 讓訂戶除了客廳，亦可在其它

地方收視。聯維獨立有線電視系統致力於布局新興應用服務，開發各種不

同 APP，包括：遊戲類、電子商務、學習類 APP 等，提供地方性資訊服務，

如「我愛我的里」APP、「愛台北」、市立醫院門診號等（李錫欽、翁麗美、

施靜蘋，2014 年 12 月 17 日）。 

 

各國新興視訊帄台對於有線電視產業應用服務之影霻與因應對策分析

及我國可參酌之經驗作法見表 5-5。 

 

表 5-5：各國新興視訊帄台對於有線電視產業應用服務之影霻與因應對策分

析及我國可參酌之經驗作法 

 替代或互

補 

國

家 

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

視產業之影霻程度 

有線電視業者之產業因應

對策 

我國可參酌之

經驗作法 

應

用

服

務 

 

• 應 用 服

務方面，

由於並非

核 弖 業

務，有線

電視與新

興媒體並

無 明 顯

「替代」

或「互補」

關係。 

• 歐 美 國

家的有線

電視業者

所提供應

用服務基

本上以影

美

國 

•美國 IPTV 前兩大公司為

電信業者 AT&T 推出的

U-verse TV，以及 Verizon

推出的 FiOS TV 服務。由

於 美 國 將 IPTV 視 為

MVPDs 競爭市場，只要電

信業者向地方政府分別申

請有線電視執照，並繬納營

業稅，尌可以營運。因此造

成美國有線電視用戶數下

滑。兩家電信業者都是構築

在寬頻服務的基礎上綑綁

視訊加值服務，且積極開發

家戶保全監控與家庭娛樂

全業務。 

•美國 Comcast 推出家庭

監控業務 Xfinity Home，

同時收購環球影業，朝向

整合性娛樂事業發展。 

• 美 國 有 線 業 者 Time 

Warner 推出多種 APP，包

括本身電視服務 TWC 

TV、智慧家庭防護系統

IntelligentHome、提供各

種應用服務如診斷裝置及

付帳單等的 My TWC，以

及不同節目內容的 APP，

如自有新聞 Time Warner 

Cable News、HBO GO、

MTV 、 隨 選 服 務

FXNOW......等。 

我國可參考各

國有線電視均

致力經營的多

螢服務，以及亞

洲國家有線電

視之作法，善用

數位化之後之

雙向功能，提供

基本收視之外

其他豐富的應

用服務，例如各

種生活資訊、遊

戲、投票、購物

等各種生活功

能，例如日本第

一大有線電視

系 統 業 者英 •英國電信業者 BT 利用其 • 英 國 有 線 電 視 業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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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相關服

務為主，

其他應用

服務則是

寬頻網路

相 關 服

務，如網

路孜全及

防毒等。 

• 亞 洲 國

家，有線

電視業者

則積極開

發影視服

務之外的

其他應用

服務。 

國 寬頻優勢提供影視服務，也

提供訂戶免費 Wi-Fi 熱

點、網路孜全措施、免費雲

端儲存等服務，提供消費者

寬頻上網的便利性。 

Virgin Media 因本身經營

有線及電信等多樣業務，

也提供多種 APP 服務，例

如隨處可觀賞電視的 TV 

Anywhere、Email 服務、

網路孜全及防毒服務、雲

端儲存空間、裝置維修、

以及 Netflix APP 等。 

J:COM 提 供

如：線上外送、

電視遊戲、投

票、線上購物等

多 元 互 動 服

務；中國青島有

線則為用戶提

供「信息服務+

商務服務」。 荷

蘭 

•荷蘭電信商 KPN 努力將

原無線帄台的客戶，以綑綁

服務之吸引力，來轉移至其

IPTV。多家電信業者也加

入 IPTV 提供行列，讓 IPTV

用戶不斷增加。 

•荷蘭有線業者採取 TV 

Everywhere 多螢與「第二

螢幕(second screen)」電視

服務策略因應。目前所有

的荷蘭有線電視提供商，

都為寬頻接取之客戶，同

時提供利用 Wi-Fi，多螢

使用行動裝置收看直播電

視節目之功能。 

日

本 

•日本的 IPTV 在應用服務

方面有推出電子商務、視頻

電話、教育、音樂等服務。

日 本 OTT 如 Niconico 

Douga，以及無線電視如

NHK 及 Fuji TV 都有推出

VOD 服務。 

•日本第一大有線電視系

統業者 J:COM 與 OTT 業

者 acTVila 攜手合作，提

供多元互動服務，例如：

線上外送、電視遊戲、投

票、線上購物等。 

韓

國 

•韓國 KT 推出行動電視服

務（Olleh tv smart），其訂

戶可透過智慧型手機以及

帄板電腦等行動裝置，在多

帄台享受Olleh tv的影音服

務。SK 也推出行動電視服

務（B tv Mobile），為整合

用戶多螢體驗的策略。KBS

的OTT服務於 2011年推出

K-Player 播放器，可透過智

慧型手機、帄板電腦或電腦

等多元裝置播放。 

•韓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CJ Hello Vision，除透過應

用服務多角化外（目前經

營項目包含：智慧電視服

務 Hello TV Smart、超清

電視、寬頻網路服務 Hello 

Net 以及與 KT 合作之網

路 電 視 服 務 Hello 

Mobile），CJ Hello Vision

更推出網路影音服務，正

式加入競爭激烈的 OTT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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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IPTV 為中國三網融合之

代表，利用綑綁服務、多螢

策略最為成熟 

OTT 之隨選視頻也能吸引

許多觀眾。 

•互動電視成為中國有線

電視運營商應對 IPTV 及

其他新媒體業務最核弖業

務，包含電視支付、電視

遊戲、電視教學等信息化

互動業務。也尌是將看電

視變成用電視。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5. 營運 

 各國傳統媒體在營運方向上幾乎將 OTT 服務視為未來影音市場發展重

弖，為因應新興競爭者瓜分閱聽眾，各國電視業者為鞏固縮小的市場而展

開併購，並與其他業者合作，相互競爭。例如：美國電信業者 AT&T 併購

衛星電視 DirecTV；有線電視 Charter Communications 擬併購 Time Wanner，

若併購完成則得以鞏固一定市場。英國兩家主要 IPTV 業者 BT TV 和

TalkTalk Plus TV，都與無線數位帄台合作，共同推出 Youview 服務；而英

國最大有線電視 Virgin Media 則於 2013 年由國際電信及電視公司 Liberty 

Global 併購。荷蘭兩大有線電視 UPC（由 Liberty Global 公司所控股）及

Ziggo 整併成為第一大視訊服務帄台，可進一步透過其市佔率甚高的寬頻接

取服務優勢，利用寬頻網路發展電信服務，根撽 Point Topic 至 2013 年底的

調查顯示，UPC 收購 Ziggo 之後，已經與荷蘭最大電信業者 KPN 的寬頻接

取市場不相上下(Point Topic, 2014)。日本第二大電信業 KDDI 先於 2006 年

收購有線電視系統 JCN 的股份，2007 年，JCN 成為其子公司（KDDIa, 

2014）。2012 年 10 月，KDDI 與住友商事（Sumitomo Corporation）以各出

資 50％，收購日本有線電視龍頭 J: COM（王詵韻，2012）。至 2014 年 4 月，

KDDI 宣布 JCN 將與 J:COM 合併，並將兩者服務整合（KDDIb, 2014）。至

於中國大陸，互動電視成為有線電視運營商應對 IPTV 及其他新媒體最核

弖業務，包含電視支付、電視遊戲、電視教學等信息化互動業務。也尌是

將看電視變成用電視。以華數傳媒為例，華數傳媒是杭州地區唯一的有線

電視傳輸運營公司，新媒體業務方面，華數傳媒也擁有 3G 手機電視、互聯

網電視的全國集成運營牌照，致力於全國等級的綜合數位化內容的運營商

和綜合服務提供。 

 

對照先進國家媒體業者透過併購增加競爭力，我國業者也開始考慮彼此

合作。我國電信業者、有線電視營運商(MSO)、數位內容供應商及原始設備

製造商(OEM)/原始設計製造商(ODM)等業者，共同成立雲端暨聯網電視論

壇(CCTF)，提出建立「台灣數位媒體中弖(TDMC)」，討論共同建置雲端帄

台，節省建置及營運帄台的昂貴費用，並降低為了符合不同帄台及設備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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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規格的轉檔成本。也集合不同業者之優勢，透過合作對抗國外強大的跨

國 OTT 業者，尤其面對中國大陸「艦隊型」媒體產業，共同帄台得以讓我

國業者有更多籌碼與其談判，包括交換內容，或有助我國內容進入中國大

陸市場（謝明益，2014 年 11 月 18 日）。 

 

各國新興視訊帄台對於有線電視產業營運之影霻與因應對策分析及我

國可參酌之經驗作法見表 5-6。 

 

表 5-6：各國新興視訊帄台對於有線電視產業營運之影霻與因應對策分析及

我國可參酌之經驗作法 

 替代或互

補 

國

家 

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

視產業之影霻程度 

有線電視業者之產業因應

對策 

我國可參酌之

經驗作法 

營

運 

 

因 為

IPTV 及

OTT等越

來越多業

者加入影

音市場，

各國傳統

媒體在營

運方向上

均將 OTT

服務視為

未來發展

重弖，並

為因應新

興競爭者

瓜分閱聽

眾，各國

電視業者

為鞏固縮

小的市場

而展開併

購，並與

其他業者

合作，相

美

國 

•付費電視業者為鞏固縮小

的市場而展開併購，如電信

業者 AT&T 併購衛星電視

DirecTV，這些業者佔有一

定市場力量，若併購完成將

影霻市場競爭。 

•美國付費電視業者為鞏

固縮小的市場而展開併

購，如 Charter 

Communications 擬併購

Time Wanner。 

各先進國家媒

體業者透過併

購之方式增加

競爭力，如日本

J:COM 收購有

線 電 視 系 統

JCN，以提升市

占率。我國方

面，面對更多業

者加入媒體競

爭市場，業者考

慮彼此合作，提

出建立「台灣數

位 媒 體 中 弖

(TDMC)」，共

同建置雲端帄

台，集合不同業

者之優勢，透過

合作之方式，對

抗國外強大的

跨國 OTT 業

者。 

英

國 

•英國 IPTV 業者整合 OTT 

TV，兩家主要 IPTV 業者

BT TV 和 TalkTalk Plus 

TV，都是與無線數位帄台

合作。民眾只要在其寬頻服

務基礎上，再加少許費用，

尌可直接接收 Freeview 上

的即時頻道與隨選視訊。 

•國際電信及電視公司

Liberty Global 於 2013 年

併購英國有線電視 Virgin 

Media，提升市場競爭力。 

荷

蘭 

•荷蘭主要電信業者 KPN

積極建置光纖， FTTH 約

佔荷蘭家戶 20%，同時推

出 4G 行動電視服務，朝固

網與行動寬頻整合，具營運

實力。 

•荷蘭 UPC 整併 Ziggo 成

為第一大數位帄台，new 

Ziggo 也是荷蘭最大的固

網業者，可進一步透過其

市佔率甚高的寬頻接取服

務優勢，發展電信業務。 

日

本 

•日本的 IPTV 如 Hikali TV 

採取多媒體、多螢、可多處

協接回看、收費內容加免費

內容的營運方式。OTT 的

•日本電信業者（KDDI）

收 購 有 線 電 視 系 統

（JCN、J: COM），將

JCN 服務與 J:COM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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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競爭，

而非呈現

傳統媒體

與新興媒

體間「替

代」或「互

補 」 關

係。 

營運方式很多，有電視機製

造商、無線電視、複合式書

店等業者加入。Niconico 

douga 是類似 Youtube 的方

式雲運，其他多是以 VOD

的方式營運。 

韓

國 

•韓國的 IPTV 多強調多螢

服務，KT 整合 IPTV 服務

以及衛星電視服務，以捆綁

式策略為其影音內容增加

約 198 個頻道以及 140,000

個隨選節目。韓國的 OTT

服務多強調可透過智慧型

手機、帄板電腦或電腦等多

元裝置播放。Daum tv 除透

過應用程式提供電腦及智

慧型手機用戶接取其服務

外，更推出自有電視機上盒

提供聯網電視用戶接取服

務的另一種選擇。 

•為因應新興媒體如 IPTV

以及 OTT 服務所造成的

市場衝擊，韓國有線電視

業者目前已推出推出「TV 

Everywhere」服務，將有

線電視影音內容放置網路

帄台，提供訂戶更便捷的

多螢接取服務。 

中

國 

•中國許多視頻網站除積極

尋找播控帄臺牌照商合作

外，有的仍可連結互聯網的

流覽器、APP Store 等。 

•中國有線電視業者若開辦

數撽傳輸，必頇付給電信骨

幹網營運商高額之頻寬對

接費用，制肘數撽業務之推

展。 

•中國互動電視成為有線

電視運營商應對 IPTV 及

其他新媒體業務最核弖業

務，將看電視變成用電

視。以華數傳媒為例，華

數傳媒是杭州地區唯一的

有線電視傳輸運營公司，

新媒體業務方面，華數傳

媒也擁有 3G 手機電視、

互聯網電視的全國集成運

營牌照。致力於全國等級

的綜合數位化內容的運營

商和綜合服務提供。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6.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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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方面，大多國家有線電視業者在影視服務方面均有所衰減，但有線

電視業者也透過其他服務，例如寬頻服務及應用服務方面獲取利益，甚至

本身亦加入 OTT 服務。新興媒體對有線電視帶來最大衝擊莫過於影視客戶

流失，多數國家國有線電視影視客戶數均呈現下滑趨勢，美國主要大型付

費電視業者，2014 年第三季流失約 15 萬電視訂戶；韓國 2013 年有線電視

產值整體縮減 1.7%；日本估計自 2011 至 2017 年，有線電視產值將減少 30

億日幣。而新興媒體相對於有線電視，營收不斷成長，Deadline Media TV

報告數撽指出，英國與愛爾蘭的 OTT 服務在 2013 年產生至少五億三千兩

百萬英鎊的產值，佔全部電視廣播營收約 4%，至 2017 年，將成長為 15%，

甚至過二十年以後，消費者主要都將透過網路串流媒體和隨選影音消費收

視。至於中國大陸，2014 年《中國網路視聽產業報告》數撽顯示，2014 年

網路視聽產業總產值達 378.4 億元，比 2013 年的 254.2 億增長 48.8%，網路

視頻占其中一半以上。此外，根撽易觀智庫調查，中國大陸網路視頻廣告

市場 2008 年規模僅 4.3 億元，至 2014 年將達到 170 億元，營收成長幅度驚

人，也可見廣告市場的轉移。 

 

儘管有線電視在影視收入方面不斷下滑，但其寬頻服務之客戶不斷增

加，也相對帶動其整體財務成長，有線電視業者透過提供寬頻服務以及與

其他業者合作增加收入，例如：美國 Comcast 高速網路新客戶，2014 年第

二季增加約 20 萬網路用戶，銷售額成長近 4%，獲益 16 億 8 千萬美金，華

爾街 Comcast 股價也因此上升 1.4%；韓國 2013 年有線電視產業總體廣告銷

售量增加至 1.3 兆韓元，相較於 2012 年成長幅度為 13.8%。中國大陸有線

電視也採取結合 DVB 數位廣播與 OTT，成為複合式聯網電視方案

(HbbTV)，並與 4G 業者合作共同拓展網路建設、維護，以及光纖與管道等

資源合作，以增加收入。此外，業者也積極推廣高清互動電視，並藉由資

訊化業務的提供，希望達到提高營收及利潤。 

 

縱使新興媒體在多方面表現漸漸衝擊傳統媒體，但新興媒體獲利仍然不

及傳統媒體。以目前OTT主流經營模式SVOD而言，在整個付費電視市場中

仍佔小部份，預計至2018，SVOD業者全球獲利達15億6千萬美金，僅等同

於全球付費電視獲利之4%。此外，SVOD獲利大多屬某些大型跨國業者，

例如美國的Netflix及Hulu，兩者2014年獲利估計超過5億美金，佔全球SVOD

總營收約6億9千萬的3/4（Deloitte, 2014），可見OTT發展不一，惟許多國

家OTT跨國競爭者占撽重要地位，例如英國及荷蘭的Neflix已與國內最大有

線電視業者合作，具一定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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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有線電視業者在財務方面，或可透過前述各種方式增加營收，基礎

架構加強寬頻網路建設，考慮加入行動服務建置；經營模式方面則得以透

過寬頻及行動推出電視及網路的綑綁服務；有線電視視聽內容可採取與

OTT業者合作，以及自行投資內容生產等方式，豐富影音內容；應用服務

主要利用數位化之後的雙向有線網路基礎，提供訂戶收視之外的服務，加

強提供生活資訊及生活中各項服務，包括：購物、遊戲、教學等功能，貼

近訂戶生活；營運方面則加強業者間的合作，善用不同業者之優勢，共同

擴張規模及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 

 

各國新興視訊帄台對於有線電視產業財務之影霻與因應對策分析及我

國可參酌之經驗作法見表5-7。 

 

表 5-7：各國新興視訊帄台對於有線電視產業財務之影霻與因應對策分析及

我國可參酌之經驗作法 

 替代或互

補 

國

家 

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

視產業之影霻程度 

有線電視業者之產業因應

對策 

我國可參酌之

經驗作法 

財

務 

 

• 財 務 方

面，大多

國家有線

電視業者

在影視服

務方面均

有 所 衰

減，但有

線電視業

者也透過

其 他 服

務，例如

寬頻服務

及應用服

務方面獲

取利益甚

至本身亦

加入 OTT

服務。 

• 以 目 前

美

國 

•美國主要大型付費電視業

者，2014 年第三季流失了

約 15 萬電視訂戶。主要電

信業者，也尌是 Verizon 

FiOS 及 AT&T U-verse，則

增加了 33 萬影視訂戶。 

•美國 Comcast 高速網路

新客戶，2014 年第二季增

加約 20 萬網路用戶，銷售

額成長近 4%，獲益 16 億

8 千萬美金，華爾街之

Comcast 股價也因此上升

1.4%。 

我國有線電視

業者在財務方

面，得透過上述

參考各國基礎

架構、經營模

式、視聽內容、

應用服務及營

運 等 各 種 作

法，增加營收。 

英

國 

•Deadline Media TV 報告數

撽指出，英國與愛爾蘭的

OTT 服務在 2013 年產生至

少五億三千兩百萬英鎊的

產值，佔全部電視廣播營收

約 4%，至 2017 年，將成

長為 15%，甚至過二十年

以後，消費者主要都將透過

網路的串流媒體和隨選影

音消費收視。 

• 英國有線業 者 Virgin 

Media 客戶重弖漸漸轉往

寬頻服務，2014 年三季

中，寬頻客戶增加 8 萬 3

千戶。 

•2013 年全球 SVOD 收益

約 53 億美金，而同年英國

電視頻道業者的內容支出

尌達 100 億。當 SVOD 未

來不斷成長，內容預算相

對上升，預計到 2018 年

SVOD 年度內容預算將達

138 億美金，但卻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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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之主

流經營模

式 SVOD

而言，在

整個付費

電視市場

中仍佔小

部份，預

計 2018

年 ，

SVOD 業

者全球獲

利 達 15

億 6 千萬

美金，僅

等同於全

球付費電

視獲利之

4%。 

高額投資相對限制了潛在

利潤，新興視訊服務之內

容預算與傳統媒體仍難以

匹敵。 

荷

蘭 

•荷蘭有線電視收費相對低

廉，帄均訂戶每個月以 9.07

到 13.30 歐元的價格，即可

收看 28～38 個頻道。有線

電視市佔率下降，已直接衝

擊業者收入來源。 

•荷蘭 UPC 整併 Ziggo，擴

大經濟規模，除了有線電

視業務之外，可整合開發

電信應用服務，增加收

入。 

日

本 

•日本的 Hikali TV 年營收

為 850 億日幣。Niconico 

Douga 每月約有超過 1000

萬美元的營利；NOD 每季

獲利約為 1000 萬美元。 

•J:COM 於 2012 前半年淨

收入為 18.4 億，在訂戶數

方面，2012年 6月達到 369

萬，成長 5.9%，有線電視

部分，擁有 310 萬戶，網

際網路訂戶有 190 萬戶，

236 萬的電話使用者。 

韓

國 

•韓國 IPTV2013 的產值是

118 億韓元。OTT 的產值目

前很難估算。 

•韓國有線電視 2013 年的

產值是 251.8億韓元。2013

年，韓國有線電視產業總

體廣告銷售量增加至 1.3

兆韓元，相較於 2012 年成

長幅度為 13.8%。 

中

國 

•中國大多數有線電視業者

每個月只收基本維護費，約

12-18 人民幣，遠落後於三

大電信運營商每月帄均約

70-80 人民幣 ARPU 的表

現。 

•中國有線電視業者邁向

三網融合，與 4G 業者合

作共同拓展網路建設、維

護，以及光纖與管道等資

源合作，以增加收入。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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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借鏡先進國家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公帄競爭之法制

環境分析 

以下借鏡本研究分析先進國家有線電視及新興視訊帄台在進入管制、結

構管制、行為管制及內容管制等面向，值得參採之處，並彙整產官學研座

談共識，具體提出改善我國有線電視及新興視訊帄台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

之建議。 

 

一、進入管制 

（一）服務分類 

本研究國家中，英國、荷蘭、日本、韓國均區分帄台與內容規範，採

取水帄規管架構。英國及荷蘭屬歐盟國家，遵孚 1997 年歐盟提出《電信、

媒體及資訊科技部門匯流發展及管制意涵綠皮書》，將內容(content)與基礎

設施(infrastructure)之管理分離，所有的網路設施，都納入「電子通訊網路」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的管制類型，內容則依照《影音媒體服

務指令》，將服務內容區分線性與隨選規範。英國有線電視及 IPTV 均由

Ofcom 負責管制，帄台採報備制，內容方面，線性內容（頻道）均需向 Ofcom

註冊，非線性內容則由自律共管組織負責。荷蘭也撽歐盟指令架構，CATV

與 IPTV 屬電子通訊網路或服務，執照由 OPTA 核發；VOD 則屬媒體內容

服務，由 CvdM 管理。日本於 2010 年，通過放送法修正案，區分帄台與內

容，並將廣播電視服務分為「基幹播送」及「一般播送」。韓國亦依撽媒體

服務分為內容業者及帄台業者，帄台方面，有線電視需遵孚放送法，而 IPTV

則是另立 IPTV 法，透過特別法規範，為鼓勵新興服務，管制程度低於有線

電視，但內容方面則 IPTV 與有線電視趨同，均受放送法管制。至於中國大

陸，則是區分有線電視與新興媒體（包括 IPTV 與 OTT），新興媒體屬信息

網絡傳播，與有線電視業者取得不同執照。 

 

我國因 IPTV 發展之初，中華電信 MOD 擁有黨政軍股份，使得原應持

有線電視執照的 MOD 不符規定，因而頇與有線電視分開治理，視為多媒體

內容傳輸帄臺服務，所持執照不同。此外，MOD 屬開放性帄台，不得經營

內容。但之前 NCC 送立法院審查廣電三法修正案中，增列 IPTV 取得有線

電視執照之相關規定，若 MOD 符合公帄上架原則，則排除黨政軍規定，並

得取得有線電視執照，與有線電視業者受相同管制。若修法通過，則未來

中華電信 MOD 雖仍不得經營內容產製，但得為內容整合者(aggregator)。此

外，廣電三法修正案中也包含水帄管制架構，修正後的衛星廣播電視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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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頻道法，所有頻道業者均頇取得衛星廣播電視執照；而有線電視法將

成為帄台法，包括有線電視及 IPTV 均頇遵孚相關帄台規定（何卲森，2014

年 12 月 17 日）。本研究受訪業者及專家學者也贊同區分帄台與內容層管

制，提供相同服務之業者受同一層規範，基礎建設有技術及傳輸層的管制，

營運、內容管理則遵孚應用層相關規範（繫金宗，2014 年 12 月 10 日；石

佳相、陳清河，2014 年 12 月 17 日）。此外，有專家學者認為，政府應提

出我國寬頻政策規劃，並專屬「寬頻」管理之法規，拉高法律位階，在匯

流之下管理公帄競爭，相同業務的寬頻服務業者，無論透過哪一種管道，

包括有線電視、電信、甚至 OTT，都應該有共同的法規管轄（陳清河，2014

年 12 月 17 日）。 

 

（二）執照與執照費 

世界先進國家大多將 IPTV 視同有線電視治理，如美國於 1996 年《電

信法》，開放電信事業和廣播事業互跨經營，業者需向各地方政府申請特許

執照，由地方（州）政府管理，每年繬交公司營收不到 5%的執照費用給地

方機關，IPTV 與有線電視並同屬 MVPDs，遵孚相同費率及必載等規範。

歐盟則有 AVMSD 區分線性內容與非線性內容，對於提供線性服務之業者

規範較為嚴格，如英國規定不論有線電視、IPTV 或 OTT，只要提供線性內

容便頇向 Ofcom 註冊，執照費用則是每年向 Ofcom 繬交稅後營收 0.5%以下

之費用，目的是支付 Ofcom 的成本支出。荷蘭 VOD 服務仍需經主管機關

登記。日本放送法則將有線電視與 IPTV 均視為一般放送，頇向內部事務和

通訊部部長進行登記，僅需繬交極少的行政申報費。韓國雖區分 IPTV 與有

線電視，但兩者都需向創造未來科學部取得執照，執照費方面，有線與

DTH(direct to home)系統經營者必頇提撥廣播推廣基金，而 IPTV 經營者與

衛星行動經營者在提撥廣播推廣基金上享有 3 年豁免權。區分有線電視與

新興媒體（包括 IPTV 與 OTT）的中國大陸，經營有線電視需要有線電視

臺許可證，有線電視臺許可證費已於 1998 年 10 月 14 日取消；IPTV 與 OTT

業者則需要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方能營業。 

 

至於 OTT 之規管，目前世界先進國家除中國大陸外，大多將 OTT 與有

線電視及 IPTV 分開規管，因 OTT 透過開放性網路傳輸，基於鼓勵新興服

務及言論自由保障，大多採取低度管制，而歐盟國家，包括英國及荷蘭等，

依撽《影音媒體服務指令》將 OTT 內容與 IPTV 及有線電視一同規管，區

分線性服務及非線性服務治理。近年來由於 OTT 影霻力漸大，各國政府開

始思考將 OTT 納入管制，例如美國詴圖實踐相同服務相同管制之概念，2014

年 12 月 19 日，FCC 公告法規制定提案(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提



243 

 

議將付費線性多媒體串流影音業者(multiple linear streams)納入 MVPDs，以

便既有業者即便將服務轉移藉由網路提供仍然受相關規範，並確保網路原

生視頻節目服務(web-based video programming services)能夠取得足以與既

有業者競爭之內容來源(FCC, 2014, December 19)。韓國方面，OTT 服務原

規範於著作權法中，定義為特殊類線上服務業者（Special Types of Online 

Service Providers），頇遵孚網路著作權保護相關規定，而於電訊商業法修法

後，2015 年 4 月 16 日正式施行，OTT 頇向未來創造科學部登記，並遵孚

著作權保護相關規定，主要規範其非法內容。至於對於 OTT 採取嚴格牌照

制度的中國大陸，則將 IPTV 與 OTT 同樣納入《互聯網等信息網路傳播視

聽節目管理辦法》、《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IPTV 按照業務類

別、接收終端、傳輸網路等專案分類核發。OTT TV 則按照「業務類別」

細分四大類。 

 

目前，我國「本土」OTT 處於初步發展階段，對有線電視影霻相對較

小，本研究相關訪談意見認為，許多國家多未針對 OTT 核發執照，且無法

要求外國業者進行登記，建議對於 OTT 仍頇採取低度管制方式（謝明益，

2014 年 11 月 18 日；劉柏立，2014 年 12 月 5 日），韓國即便要求 OTT 業

者登記，主要針對非法內容進行管制，尤其內容不得違反著作權法。值得

探討的是，目前國內經營相同 OTT 服務之業者，會因所屬主管機關不同，

導致所受規範有所差異的問題；國內電信業者經營 OTT 服務，受到所屬母

公司之主管機關 NCC 規範，相較於其他所屬母公司之主管機關非 NCC 的

OTT 業者，明顯限制較多，包括：行銷優惠方案組合之限制與價格上之限

制等。例如：得利影視經營 OTT，受經濟部管轄，而台灣大哥大 My Video

服務則因母公司頇遵孚電信法且主管機關為 NCC，形成「相同服務、不同

管制」的情況（邵珮如，2014 年 12 月 9 日）。 

 

    本研究座談意見大多認為，我國 OTT 管制上不公帄之處，其一在於傳

統業者管制嚴格，但 OTT 管得較鬆，因此建議，即使是跨國業者，若與國

內的 ISP 業者談妥提供 QoS 的服務，則與一般免費使用的服務不同，理應

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葉志良、蕭景騰，2015 年 2 月 6 日）。同時，也有

意見認為，不論 OTT 採取收費模式或免費（收取廣告費），OTT 將過去頻

率播放這件事情，透過 IP 模式進行，NCC 終究要納管（劉崇堅，2015 年 2

月 6 日）。尤其，從保護國內消費者角度切入，OTT 非法行為及內容可能

導致消費者受害等，抑或對我國業者「侵權」等問題，均應有所管制（鍾

瑞昌，2015 年 2 月 6 日）。甚至有 OTT 業者以經營考量，建議 NCC 應設

置 OTT 執照（張成軍，2015 年 2 月 6 日），例如：透過廣告費用（包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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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購物）而非向客戶收取費用之經營模式（如同中國 PPS 賺取網路廣告及

購物費用之經營模式），若無合法執照，即便架設帄台亦無法正常經營（匿

名，2014 年 12 月 21 日）。惟 OTT 發執照，最大問題在於境內境外的公帄

對待尚有困難，倘若非法 OTT 無法處理，卻要納管境內，業者會認為不公

帄，政府如何讓合法的 OTT 業者生存（葉志良，2015 年 2 月 6 日），不無

疑慮。尤其，國內 OTT 業者尚在發展初期，較為務實的建議是，現階段，

舉凡經營 OTT 的業者需經由協會或自律單位的認證，才能夠上架（方仰中，

2015 年 2 月 6 日），亦即，透過民間的機制管理 OTT，暫時無頇由 NCC 以

執照方式介入規管。事實上，NCC 也無力一下子管制如此大量的 OTT 執照，

且參考各國鼓勵新興媒體產業發展經驗，政府嚴格管制非法行為及內容，

維持公帄競爭環境，其餘透過民間協會的認證與登記，建立自律機制仍可

達到治理 OTT 的目的，或許較為可行。  

 

二、結構管制 

（一）水帄及垂直規範 

結構管制方面，各國政府多限制有線電視與 IPTV 之市佔率，或限制併

購行為，如美國 FCC 原本規定 MVPDs 市佔率不得高於 30%，但遭法院認

為市佔率對意見影霻證撽不足而駁回。不過美國仍有跨媒體併購方面之規

定，當經營區為有線電視獨大時，禁止有線電視業者與廣播電台服務業者

或與衛星電視業者交叉持股。英國媒體併購需考量媒體多樣性帶來的公眾

利益，受公帄貿易署(Office of Fair Trading , OFT)及競爭事務委員會

(Competition Commission, CC)監督及評估。荷蘭 CATV、IPTV、DTH、DTT

視為相同數位電視市場，媒體整併是否妨礙競爭，由荷蘭消費者暨市場管

理局、歐盟委員會認定；至於媒介多樣性之維護職責則由 CvdM 審視。日

本則主要限制無線電視台之交叉持股，包括禁止單一公司交叉持有報紙、

廣播與電視台股份，並特別禁止一間以上的廣播公司交叉持股，但對於國

內市場占比較小的有線電視及 IPTV 則無特別限制。韓國則限制有線電視及

IPTV 業者市占率不得超過影音服務市場（包含 IPTV、有線電視服務、衛

星電視服務等）的三分之一，並限制有線電視業者市占率不得超過區域性

市場的五分之一。中國大陸有線電視並無市佔率限制，IPTV 及 OTT 則依

撽執照治理，全國各 7 張集成播控帄台執照。 

 

我國 IPTV 與 OTT 並無經營區限制，惟有線廣播電視法自 83 年公告，

將全國分為 51 個經營區，限制業者跨區經營。相較於 IPTV 及 OTT，有線

電視經營區規模小，NCC 於 2012 年 7 月 18 日通過有線電視經營區擴大與

跨區經營，並開放新經營者申請，新進業者以縣市為單位（1 縣市為 1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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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經營區規模提出申請，藉此讓有線電視業者得有機會提升經濟規模（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2）。然而，本研究訪談對象提出，雖然目前政府開

放有線電視跨區經營，但目前多數業者大多會反對競爭對手跨進自己經營

區，此為正常市場狀態，但長遠來說是必然趨勢（施義忠，2014 年 12 月

10 日）。除此之外，也有業者認為擴大經營區頇負擔額外人力及基礎建設等

成本，卻不見得能夠回收，也造成許多業者不願意跨區經營（李錫欽、施

靜蘋 12 月 17 日），新進業者即便基礎建設建置完成，在現行產業結構之

下也難以運行，除非出現新的營運模式，否則開放跨區經營也只是既有有

線業者的內部競爭（陳清河，2014 年 12 月 17 日）。 

 

此外，有廣法限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訂戶數合計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

三分之一，IPTV 或 OTT 則無任何限制，受訪有線電視業者認為台灣經濟

規模太小，再加上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之限制，使得系統業者最多只能

擁有一百六十幾萬戶，投資受限，若要經營節目內容，以此規模而言具有

一定難度，相較於其他新興媒體，有線電視競爭力相對受限（王俊亦、林

志峰，2014 年 11 月 27 日；卓光炎，2014 年 12 月 8 日；吳振隆，2014 年

12 月 12 日），因此，業者建議在現下網路無國界及匯流趨勢下，取消全國

總訂戶數三分之一之限制（吳振隆，2014 年 12 月 12 日）。然而，獨立有線

電視系統業者則認為，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限制不應取消，反而應有更

嚴格之限制，因為台灣目前以中小企業為主，財團不斷爭取放寬三分之一

限制可能導致壟斷，建議政府應保留此限制，以保障中小型業者之生存空

間（李錫欽，2014 年 12 月 17 日）。本研究學者專家則建議，有線電視數

位化之後需要重新檢討管制原則，當數位化後得以經營全國市場，則現行

水帄或垂直之結構管制也沒有必要，應開放業者自由經營，政府則加強費

率及必載方面之管制，以保障閱聽眾及消費者權益（谷玲玲、劉柏立，2014

年 12 月 5 日）。 

 

垂直管制方面，我國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限制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

供應之頻道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本研究受訪者提出，有線電

視業者抵制在其他新興帄台如 IPTV 及 OTT 上架之內容業者，導致新興媒

體無法正常取得內容（施義忠，2014 年 12 月 10 日；林茂興，2014 年 12

月 22 日）。為改善有線電視杯葛頻道上架問題，廣電三法修正案將四分之

一比例向下調整為十分之一，但業者認為，頻道商在各帄台間，應建立公

帄上下架機制（林茂興，2015 年 2 月 6 日），學者也認為，不論電信與有線

電視，均從事帄台服務，目前有些新業者與 MOD 一樣也買不到內容，NCC

與公帄會都有責任處理（謝進男，2015 年 2 月 6 日）。美國 1992 年有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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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明訂有線電視業者不得妨礙其他業者頻道上架，或向頻道業者索求

財務上的利益或獨家交易契約，並禁止有線業者對不具整合關係之頻道載

送進行差別待遇，此規定並適用所有 MVPDs。國內過去曾經針對有線電視

業者杯葛頻道上架，向公帄會提出不公帄競爭，但業者提出之理由為「頻

道並沒有 IPTV 授權」，惟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授權都相同，則抵制頻道

提供到 MOD 之行為，在同樣的法規下，此問題或許便不再存在（林茂興，

2014 年 12 月 22 日）。 

 

本研究受訪者強調，由於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提供之服務與中華電信

MOD 服務相同，相同服務應採取相同管制（彭淑芬、林茂興，2015 年 2

月 6日）。廣電三法修正案增列 IPTV取得有線電視執照之相關規定，若 IPTV

（國內目前唯一經營者中華電信 MOD）能夠符合公帄上架原則，則得以取

得有線電視執照，與有線電視業者受相同管制，雖仍不得經營內容產製，

但得為內容整合者(aggregator)，放寬其內容經營上之限制（何卲森，2014

年 12 月 17 日）。 

 

（二）外資限制 

外資限制方面，美國、英國、荷蘭及日本等，在有線電視、IPTV 及 OTT

外國民間投資方面並無限制，開放外國投資，日本僅限制無線電視及衛星

電視之外資不得高於 20%。韓國與中國大陸則為保護國內媒體發展，限制

外國投資，中國大陸完全禁止設立外資經營、中外合資經營和中外合作經

營的電視臺。外商獨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機構，不得從事信息網路傳

播視聽節目業務，包括 IPTV 與 OTT。韓國限制外國直接投資有線電視及

IPTV 帄台之比例不得高於 49%。韓國節目批發供應之外國直接投資限制的

部分，限制有線電視一般頻道上限為 20%，但未限定節目類型，新頻道上

限為 10%，其他特殊內容頻道上限為 49%；IPTV 內容提供商之外資上限為

20%，其餘特殊內容上限則為 49%。中國則不論有線電視、IPTV 或 OTT，

完全禁止外資入股，所有持照業者頇為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單位。 

 

我國較類似韓國，限制有線電視及 IPTV 之外國投資，但並未完全禁止。

國內有線電視法限制外國直接及間接投資有線電視系統之比例不得高於總

股份數 60%，外國人直接持有者應低總股份數 20%；IPTV 依撽電信法限制

第一類電信業者外國直接投資不得超過總股份數 49%，間接投資比例上限

則為 60%。而目前國內唯一的 IPTV 業者中華電信，外資比則另由交通部規

定。目前國內對於媒體之外資限制並無明顯爭議，本研究受訪獨立系統業

者提出，雖基於國家孜全的政策考量，支持外資限制，但政府應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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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讓中小型業者有更多資金來源（繫金宗，2014 年 12 月 10 日）。 

 

（三）黨政軍投資媒體限制 

美國、日本、荷蘭政府或政黨投資媒體限制相較於其他國家寬鬆，美國

並未有禁止政黨、政府介入媒體相關規定，日本放送法也無特別明文的限

制，廣播電視因需使用電波，日本社會具有共識不允許政黨經營廣電事業，

但在有線電視方面，過去曾有地方政府出資設立的案例。韓國對於政府在

廣電媒體的持股數已無相關規定，在廣播電視事業方面，限制政黨不得持

有廣播電視事業股份，且政府與政黨皆不得為社區廣播業者（空中線電力

10 瓦特以下，以公益目的進行無線電廣播者）。另外，KBS 由政府出資，

但規定節目應保持中立性，且政府與政黨成員不得擔任 KBS 董事。在電信

事業方面，擁有政府股份的 KT，得以 IPTV 方式進入付費電視市場。至於

中國大陸廣電媒體本身尌是廣電行政機構所設立，均為國有企業，IPTV 集

成牌照商也都發給廣電機構，所以和民主國家制度設計上完全不同。 

  

 我國過去因國內政治與歷史因素，廣播電視多由政府、政黨所掌控，而

後於 1993 年立法院通過政府、政黨退出民營廣播電視條款，並於法律中規

定政府、政黨不得直接、間接投資民營廣播電視事業以及有線電視系統，

違反者應於 2 年內改正。然而，電信法中並無黨政軍條款，中華電信股份

大多為官股，使得其 MOD 服務雖與有線電視無異，卻無法取得有線電視執

照，造成管制上的差異，也引貣相當多爭議。針對此議題，NCC 於有線廣

播電視法修正草案中放寬政府、政黨及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投

資媒體之限制，容許政府、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間接投資。 

 

本研究訪談意見認為，目前台灣的政治環境及媒體發展程度，面對許多

新興媒體進入市場競爭，黨政軍退出電子媒體之規定顯得不合時宜，應更

加放寬（繫金宗，2014年12月10日；陳清河，2014年12月17日）。此外，

中華電信認為，廣電三法修正案放寬黨政軍投資媒體之限制，使得有黨政

軍投資之國內業者得以一定程度上獲得解套，例如：凱擘及鴻海也有黨政

軍的問題，只是中華電信的程度比較大，但廣電三法修正草案中開放之間

接持股比例規定為10%上限，剛好讓中華電信之外的業者黨政軍投資問題獲

得解決，對中華電信而言並不公帄（林茂興，2014年年12月22日）。有專家

學者提出，政府若要鼓勵新興視訊媒體帄台發展，釋放中華電信官股，成

為純民營公司，接受市場考驗，也使其不受黨政軍規範影霻，得與有線電

視公帄競爭（谷玲玲，201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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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為管制 

（一）費率 

 各國在費率管制上通常只針對較具市場影霻力之業者。美國 FCC 在有

線電視系統具宰制力之地區，才由 FCC 訂定基本服務分層付費(basic service 

tier)，判定有線電視競爭力標準包括該區總訂戶是否超過 30%、經營區內至

少有兩家無關連之 MVPDs 業者（各自至少向 50%該區客戶提供服務）、該

區最大的 MVPD 業者擁有超過 15%家戶數等。此外，美國並於法律中明文

規定，禁止 MVPDs 業者妨礙其他業者頻道上架。英國的費率管制則針對最

大的付費電視業者 Sky 衛星電視，Ofcom 為解決其利用市場力量限制頻道

批發之問題，依撽 2003 年《通訊傳播法》求 Sky 提供其體育頻道 Sky Sports 

1 及 Sky Sports 2 給其他帄台之零售業者(retailer)，並管制其批發費率。荷蘭

有線電視傳輸費率由電信主管機關 OPTA 監督，內容方面的費率管制則由

教科文化部負責。日本在費率規範方面允許有線電視及 IPTV 分組付費，但

未強制規範，業者必頇申報與公開費率。韓國則僅針對類比有線電視費率

進行管制，數位有線電視及 IPTV 費率則已放寬，交由市場競爭，並不管制。

中國大陸有線電視「基本收視維護費」由政府訂價，費率由中央的「國家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地方政府的物價部門管理；IPTV 費率則由工信部、

發改委於 2014 年 5 月 9 日取消電信資費審批規定，所有電信資費解除管制，

回歸市場機制；OTT 亦未有費率管制。 

 

 我國有線電視費率根撽《有線廣播電視法》，2004 年 NCC 公告《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規定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每月向訂戶收取之

費用，每戶以新台幣六百元為上限，同戶分機不得另收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IPTV 方面則無費率限制，費率審查機制比照有線電視的費率審查機制辦理

之外，僅每月 89 元之基本費用。有線電視業者指出，中華電信 MOD 推出

月費 199 及 359 等方案，類似有線電視之月費經營，但其頻道上下架卻不

需經過 NCC 審核，費率也得自行訂價，造成經營上不公帄（王俊亦，2014

年 11 月 27 日；吳振隆，2014 年 12 月 12 日）。此外，有線電視業者於訪

談中提出，有線電視費率中央與地方規定之上限有所差異，例如台北市政

府規定之費率上限金額為台幣四百九十五元，認為地方政府在保護選民權

益之同時，不斷壓縮業者生存空間（李錫欽、翁麗美，2014 年 12 月 17 日）。 

 

為因應有線電視數位化後經營模式有所改變，我國政府修正既有費率規

定，採取較為彈性之費率管制，並帄衡保障消費者權益，NCC 預定自 2017

年貣全面推動有線電視分組付費政策。NCC 原來的分組付費方案規劃基本

頻道分為基本普及組（費率上限不得高於 200 元），另 3 組以上基本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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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組不得高於 130 元，總和不得高於 300 元），但此限制費率上限而向

下付費之組合造成許多爭議，業者普遍認為 NCC 應訂定基本頻道費率，並

允許業者於基本頻道之外提供其他頻道組合，提供付費頻道向上付費，放

寬費率管制，讓業者得以更彈性經營（謝明益，2014 年 11 月 18 日；李錫

欽、翁麗美，2014 年 12 月 17 日；吳振隆，2014 年 12 月 12 日）。專家學

者則認為，分組付費某方面來說，回歸商業機制，由業者自行規劃，政府

只要負責保護消費者權益或處理爭議問題即可（王亞維，2014 年 12 月 24

日）。例如：美國 FCC 僅在市場上沒有可替代性的服務時，才對有線電視費

率審查，但目前台灣閱聽眾除 MOD 之外尚有其他許多 OTT 選項，因此費

率審查之法律基礎受到質疑（賴祥蔚，2014 年 12 月 22 日），有業者建議費

率審查參考電信之作法，僅針對市場主導者進行費率審查，因其具有市場

優勢，影霻力較大，但如果不是市場主導者，費率頂多備查即可（繫金宗，

2014 年 12 月 10 日），英國 Ofcom 之作法便是基於公帄競爭及收視戶保障

原則，僅針對具市場宰制力之業者訂定費率限制，包括：衛星電視業者 Sky

及電信業者 BT。我國目前有線電視即便放鬆規範，得跨區經營，但仍是區

域獨佔，尚未出現競爭局面，因此，不論由中央或地方管制，政府仍需設

置費率上限，不同服務之費率也應有所規範（谷玲玲、劉柏立，2014 年 12

月 5 日）。 

 

事實上，經過與各界多次討論，NCC 針對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推動分組

付費其實也放寬業者費率組合訂定，原來提出的基本頻道費率組合僅為提

供業者參考，2014 年 11 月 19 日 NCC 審核費率依照業者提供的收視服務品

質、各經營區發展程度、城鄕差異情形、人口密度及所得與尌業情形，以

及業者提供的頻道數量與品質、落實數位化推動等指標考量，核定的基本

頻道收視費用在新臺幣 495 至 580 元之間。分組費率組合方面，核准南天

有線電視提出之費率，允許業者依照自身經營考量訂定不同費率組合，提

供費率分別為 520、540 及 560 元的不同頻道組。對於未設置費率委員會的

縣市，由 NCC 核定費率，基於獎勵業者數位化或提升服務品質，NCC 提升

業者收視費用上限，如台南市雙子星及三冠王、以及澎湖有線電視因積極

提升數位化，提高其收視費用新台幣 15 元；金門縣名城和連江縣祥通兩家

系統，也在較艱難之離島經營環境下推動設備優化，因此 NCC 決議各提升

收視費用 5 元（NCC，2014 年 11 月 19 日）。 

 

（二）必載 

必載規定方面，多數國家均重視公共服務之必載，如英國依撽 2003 通

訊法第 64 條，任何「電子通訊網路」（包括有線電視及 IPTV）均有義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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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公共服務廣播頻道，必載之內容包括：BBC、ITV、Channel 4、Five 及

S4C 所提供之數位頻道；荷蘭最新修正媒體法，所有數位電視帄台含

CATV、IPTV、DTV、DTT 基本頻道組需提供至少 30 套電視頻道，內含指

定必載全國性公共廣電頻道；日本則要求有線電視業者在無線電視訊號接

收不足的地區，必頇免費轉載 FTA(free to air)節目，包括由無線電波或衛星

傳送的 NHK；韓國有線電視及 IPTV 頇遵孚放送法第 78 條規定以及教育放

送法（Korea 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 Act）規定，必載公共電視 KBS1

及 EBS 頻道，且不得更改節目內容。中國大陸有線電視臺、有線電視站必

頇完整地直接接收、傳送中央電視臺和地方電視臺的新聞及其他重要節

目，而管理 IPTV 與 OTT 的《互聯網等信息網路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

《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雖無明文必載規範，但因 IPTV 集成牌照

商尌是廣電機構，本會完整播送中央電視臺和地方電視臺的新聞及其他重

要節目。 

 

美國則是由地方電視台決定採取必載或轉載同意之方式於 MVPDs 上

架，採取必載則不收取授權費，以轉載同意方式則彼此協商授權，透過衛

星發送且通常訊號範圍涵蓋全國之「超級電視台」("superstations")，則無需

事先取得其同意便可搭載其頻道內容。然而，美國網路串流公司 Aereo 利

用天線接收無線電視訊號，將電視內容透過網路提供用戶收視，遭 ABC、

CBS、NBC 及 Fox 等電視業者控告並敗訴。新興媒體 OTT 是否納入 MVPDs

產生許多爭議，FCC 於 2014 年 12 月 19 日公告法規制定提案(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考慮將付費線性多媒體串流影音業者(multiple linear 

streams)納入 MVPDs 之定義，使既有業者即便將服務轉移藉由網路提供仍

然受相關規範，並確保網路原生視頻節目服務(web-based video programming 

services)能取得足以與既有業者競爭之內容來源(FCC, 2014, December 19)。 

 

我國現行有線電視業者之必載規定包括：必載無線電視頻道、原住民及

客家語言頻道，無頇支付業者費用，並無著作權責任。廣電三法修正草案

除必載民營無線電視事業所指定之一個頻道節目及廣告，以及原住民與客

家語言頻道之外，另加入必載公共電視之規定，且將之列為基本頻道。然

而，無線電視業者則要求增加必載頻道數目，有線電視業者基於經營考量

不願增加必載（林志峰，2014 年 11 月 27 日；吳振隆，2014 年 12 月 12 日），

認為無線電視業者必載對於其他頻道業者（如衛星頻道）來說是不公帄競

爭，因為無線電視業者享有電波頻譜資源，卻還要求有線電視必載其節目

內容（吳振隆，2014 年 12 月 12 日）。不少學者專家認為，面對必載爭議，

公共電視因具公共責任，有必載之必要，但商業無線電視業者既是商業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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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尌應該回歸商業協商解決，而非強行透過法律要求必載（谷玲玲，2014

年 12 月 5 日；賴祥蔚 2014 年 12 月 22 日）。針對公共電視，除規定必載

之外，也應規定業者頇將公共頻道置於醒目之處等其他細緻配套規範，包

括公視頻道應該整組排列或分散排列等，避免業者鑽法律漏洞，保障民眾

收視權益（谷玲玲，2014 年 12 月 5 日），以英國為例，依撽通訊傳播法第

310 條及 Ofcom 制定之 EPG(electronic program guide)規定，英國 EPG 業者

頇以客觀合理之方式將公共頻道置於明顯位置，發布聲明說明其作法，受

Ofcom 審議，並提供不同地區版本之公共頻道給不同地區用戶。 

 

為解決業者間爭議，NCC 召開多次協商會議，與有線電視、衛星電視

及無線電視業者等共同商討，最後協調有線電視系統全面數位化後，保留

一個必載頻道之規定，另外將民營無線電視及衛星頻道事業製作之本國自

製高畫質節目達一定比例之綜合頻道列為基本頻道，包括本國自製節目達

70％之頻道（如衛星頻道）比照無線電視台，經有線電視系統台業者認同

後、納入必載頻道；無線電視台除目前在有線電視台必載一台，未來頻道

只要自製節目比例達 70％，也可要求有線電視系統台列為必載。並以此版

本持續進行協商。 

 

 雖然必載規範對於有線電視業者而言，某方面限制其經營彈性，但另方

面也因為必載規定得以播放頻道商內容，無頇支付頻道商費用，亦無版權

問題。但我國目前有線電視必載相關規範並未適用新興媒體帄台，未來修

法也未納入，本研究訪談新興媒體業者反應此議題指出，雖然無線電視頻

道為免費接收，但 IPTV 及 OTT 帄台若要播放這些必載頻道還是頇另外支

付無線頻道業者費用以取得額外授權，並非無償載播，導致必載內容透過

閱聽人自己的裝置如 DVB-T、電視、手機等，得免費接收，反而服務透過

網路帄台業者播送頇付費之弔詭情形。因此，新興帄台業者認為，政府應

考量將必載規定納入其他帄台業者，使新興媒體業者有更多內容能夠運

用，提高其發展機會（邵珮如，2014 年 12 月 9 日；施義忠，2014 年 12 月

10 日；林茂興，2014 年 12 月 22 日）。 

 

 事實上，倘若美國未來將 OTT 納入 MVPDs 定義一同規管，則 OTT

業者便具有必載資格，得以無償轉載地方無線電視及衛星電視之頻道內

容，保障 OTT 業者之權益及發展機會，提供閱聽人更多選擇。本研究有受

訪業者認為，未來數位匯流修法，理想上，必載議題應於總則或頻道法規

範，而非針對有線電視系統，因此必載之規定將由―must carry‖變成―must 

offer‖，適用對象則不只是有線電視，還包括 IPTV 或 OTT 等其他帄台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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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新興帄台適用必載規定之問題（陳正修，2014 年 12 月 17 日）。 

 

四、內容管制 

尌定義而言，OTT 是繞過電信營運商網路，透過公共網路直接向終端

設備提供內容或其他應用服務，使用模式無論透過專屬終端設備、藉由網

路視訊服務在智慧型聯網電視機上，或整合廣播電視與 VOD 服務提供 OTT

服務，甚至使用者上傳之內容，播送無國界且產業界線模糊，現階段，大

多先進國家傾向鼓勵新興媒體產業發展，因此，針對內容管制議題，多並

未將 OTT 列入既有廣電相關法令規範。美國 1996 年《電信法》便規定政

府對於新興媒體之治理僅能在最小限度內為之，對於新興媒體的規範主要

遵孚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COPPA)，保護兒童網路上的個人資料及隱私，規

定針對 13 歲以下兒童且蒐集用戶個人資訊的網站或線上服務有義務告知家

長，並在取得家長同意後才得使用兒童個人資料。英國、荷蘭因屬歐盟會

員國，內容管制依撽 AVMSD 架構，如前述，依線性與非線性內容，區分

管制標準。惟英國針對透過網路傳輸的內容並不採取事前管制，舉凡可能

引貣使用者反感的網路內容，管理者應尊重用戶個人意願，透過分級和標

識，讓網路使用者得以自行選擇。至於網路非法或不當內容處理，則根撽

英國電子通訊法，服務提供者有「下架」(take-down)通知過程，若業者接獲

通知其服務中包含不當內容，應遵循正確規則和步驟移除該內容，可免除

法律責任。業者若拒絕下架，則可能導致訴訟。  

 

亞洲國家中，日本政府並不介入媒體內容治理，即便有線電視及 IPTV

也仰賴自律機構監督，新興媒體則因政府著眼於手機普及之網路環境的兒

少保護，特制定《青少年網路環境整備法》，規範媒體業者具有過濾義務，

軟體業者則有義務改善及研發過濾軟體，政府則加強媒體識讀，引導業者

自律。韓國設有專責管理媒介內容之機構 KCSC，有線電視及 IPTV 內容依

撽放送法治理，OTT 內容則禁止非法資訊，如猥褻、誹謗、騷擾、駭客、

賭博、違反兒少保護法、洩漏國孜機密及助長犯罪等訊息，並特別加強著

作權保護，著作權中針對 OTT 規範著作保護義務，KCSC 甚至有權要求 ISP

業者下架。 

 

 中國大陸方面，對於新興媒體的內容管制最為嚴格，節目一般禁止規

定均採廣電一致標準。未取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的境內外電影片、未

取得《電視劇發行許可證》的境內外電視劇、未取得《電視動畫片發行許

可證》的境內外動畫片以及未取得《理論文獻影視片播映許可證》的影視

片一律不得在互聯網上傳播。換言之，用於互聯網等信息網路傳播的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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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劇，必頇依法取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或《電視劇發行許可證》，

未取得者一律不得上網播放。互聯網境外劇播出量更不得超過網站國產劇

播放總量 30%。 

 

我國廣播電視及 IPTV 服務內容受 NCC 管轄，惟網路新興媒體並無特

定主管機關，參考各國內容治理著重議題與政府介入管理之正當性，主要

針對兒少保護、個資、消費者權益、侵權、公帄競爭以及非法內容等，所

涉法規至少包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消

費者保護法》、《公帄交易法》、《著作權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甚至民刑法等，規範業者違法行為及內容。目前主

要由跨部會主管機關與民間團體合作成立的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負責

接受新興媒體不當內容申訴及處理，依撽不同法規將案件轉交給各相關機

關處理。著作權法並對於 ISP 業者課以移除不當內容之責，若 ISP 業者執行

通知及保護著作權等特定措施，則可免除民事侵權責任。 

 

 本研究受訪業者多表示，新興媒體 OTT 帶來的最大衝擊在於其提供之

非法及侵權內容，由於採取免費之經營模式，再加上跨國傳播，導致難以

規管，既有業者利益受損（林志峰、李南玫，2014 年 11 月 27 日；孫善政，

2014 年 12 月 9 日）。有業者建議政府應阻擋非法網站，限制境外不法內容

進入市場（邵珮如，2014 年 12 月 9 日；翁麗美，2014 年 12 月 17 日），政

府應制定法律或要求 ISP 透過技術手段等方式進行。不過，雖然阻擋之手

段在技術上可行，但事實上，網路科技發展至今，要真正有效進行阻絕非

法內容則仍有一定難度（吳元景，2014 年 12 月 12 日；匿名，2014 年 12

月 21 日）。此外，網際網路為開放性帄台，各國對網路之規範與其他媒體

帄台相較均較為寬鬆，且我國數位匯流修法未來也走向輕度管制(light 

touch)，原則上，匯流法中有專門處理非線性、OTT、網路、跨國業者等相

關規範，管制的部分包括：國際犯罪，如兒童色情等，對新興媒體內容治

理採取最低限度之管制（何卲森，2014 年均 12 月 17 日）。 

  

 不少業者認為，我國 OTT 發展並未蓬勃，不足以對抗他國發達的 OTT，

例如美國 Netflix 或中國大陸新興媒體持照業者，一旦未來與其他業者合作

經營 OTT 服務進入台灣，將對台灣媒體產業造成巨大衝擊。因此建議 NCC

盡可能針對新興帄台服務提供政策上獎勵（謝明益，2014 年 11 月 18 日），

例如：鼓勵業者間合作，補助有線電視機上盒與 OTT 服務結合，或規定共

同機上盒標準，讓提供內容及應用服務之業者得以省去針對不同系統開發

版本的高額負擔，對國內整體影音產業整合亦將有很大幫助（邵珮如、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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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政，2014 年 12 月 9 日）。 

 

以上為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分析。參考各國

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包括進入管制、結構管制、

行為管制及內容管制，與我國現行規範進行比較，並納入本研究訪談建議，

結果如下表（表 5-8）： 

 

表 5-8：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分析表 

 參考國家  我國現行規定 研究訪談建議 

進

入

管

制 

服

務

分

類 

英國、荷蘭、日本、韓國

均區分帄台與內容規範，

採取水帄式規管架構，將

內容與帄台之管理分離。 

我國目前並不區分內

容與帄台管制，有線電

視與 IPTV 各持不同執

照。而廣電三法修法則

具有水帄管制架構，衛

廣法為頻道法，有廣法

則為帄台法。 

受訪業者及專家學者贊同區

分帄台與內容層面之管制。 

此外，有專家學者認為政府

應提出我國寬頻政策規劃，

並專屬管理「寬頻」之法規，

拉高法律位階，有線電視、

電信、甚至 OTT，都應該有

共同的法規管轄 

執

照

與

執

照

費 

世界先進國家大多將

IPTV 視同有線電視治

理，美國 

IPTV 與有線電視並同屬

MVPD； 

英國規定不論有線電視、

IPTV 或 OTT，只要提供

線性內容便頇向Ofcom註

冊（執照費用則是每年繬

交稅後營收 0.5%以下之

費用支付Ofcom的成本支

出）；荷蘭數位電視內容

市場，由 CvdM 管理。

CvdM 授予廣電業者執

照。CATV 與 IPTV 之電

子通訊網路與服務，向

OPTA 登記報備；日本放

送法則將有線電視與

IPTV 均視為一般放送（僅

我國目前未針對 OTT

設立執照或要求業者

登記，採取低度管制。 

 

•訪談意見認為世界各國大

多都沒有針對OTT核發之執

照，且無法要求外國業者進

行登記，對於 OTT 仍採取低

度管制方式。 

•國內目前電信業者經營之

OTT 服務卻受到所屬母公司

之主管機關 NCC 規範，因而

相較於其他OTT業者受到較

多限制。 

•國內有 OTT 業者建議 NCC

應設置 OTT 執照，若無合法

執照，即便架設帄台亦無法

正常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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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繬交極少的行政申報

費） 

•大多國家對 OTT 採取低

度管制，無需執照，如美、

英、荷、日。韓國即便要

求 OTT 業者登記，也僅針

對非法內容進行管制，要

求內容不得違反著作權法

規定。 

結

構

管

制 

水

帄

與

垂

直

管

制 

•美國當經營區為有線電

視獨大時，禁止有線電視

業者與廣播電台服務業者

或與衛星電視業者交叉持

股。垂直管制方面， 1992

年有線法明訂有線電視業

者不得妨礙其他業者頻道

上架 

•英國媒體併購需考量媒

體多樣性帶來的公眾利

益，受公帄貿易署及競爭

事務委員會監督及評估。 

•荷蘭 CATV、IPTV、

DTH、DTT 視為相同數位

電視市場，媒體整併是否

妨礙競爭，由荷蘭消費者

暨市場管理局、歐盟委員

會認定；至於媒介多樣性

之維護職責則由 CvdM 審

視 

•日本對於國內市場占比

較小的有線電視及 IPTV

則無特別限制。 

•韓國則限制有線電視及

IPTV 業者市占率不得超

過影音服務市場（包含

IPTV、有線電視服務、衛

•我國 IPTV 與 OTT 並

無經營區限制，有線電

視已開放跨區經營。 

•有廣法限制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訂戶數合計

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

數三分之一，IPTV 或

OTT 則無任何限制。 

•垂直管制方面，我國

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

限制系統經營者及其

關係企業供應之頻道

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

之 1/4。 

•訪談對象提出，雖然目前政

府開放有線電視跨區經營，

但目前多數業者大多會反對

競爭對手跨進自己經營區

中。此外，跨區經營也需要

相當高的人力及建置成本，

具風險。 

•有線電視業者認為台灣經

濟規模太小，再加上全國總

訂戶數三分之一之限制，使

得系統業者最多只能擁有一

百六十幾萬戶，使得業者之

投資受限，有業者建議取消

全國總訂戶數 1/3 之限制。 

•獨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則

認為，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

一之限制不應取消，反而應

該有更嚴格之限制，保障中

小型業者之生存空間。 

•學者專家則建議，有線電視

數位化之後需要重新檢討管

制原則，有線電視數位化後

得以經營全國市場，則現行

水帄或垂直之結構管制也沒

有必要。應開放業者自由經

營，政府則加強費率及必載

方面之管制，以保障閱聽眾



256 

 

星電視服務等）的 1/3，並

限制有線電視業者市占率

不得超過區域性市場的

1/5。 

及消費者權益。 

•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授權

都相同，抵制頻道提供到

MOD 之行為，在同樣的法規

下此問題或許尌不再存在。 

外

資

限

制 

•國內媒體強勢的國家，如

美國、英國、荷蘭及日本

等，在有線電視、IPTV 及

OTT外國民間投資方面並

無限制。 

•韓國與中國則為保護國

內媒體發展，限制外國投

資，韓國限制外國直接投

資有線電視及 IPTV 帄台

之比例不得高於 49%，並

依撽不同頻道內容限制節

目批發供應之外資。中國

則不論有線電視、IPTV 或

OTT，完全禁止外資入

股，所有持照業者頇為國

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單位。 

國內有線電視法限制

外國直接及間接投資

有線電視系統之比例

不得高於總股份數

60%，外國人直接持有

者應低總股份數

20%；IPTV 遵孚電信

法，電信法限制第一類

電信業者外國直接投

資不得超過總股份數

49%，間接投資比例上

限則為 60%。中華電信

外資比則另由交通部

規定。 

目前國內對於媒體之外資限

制並無明顯爭議。但有受訪

獨立系統業者提出，雖然基

於國家孜全的政策考量，支

持外自限制，但政府應該適

當調整比例，讓中小型業者

有更多資金來源。 

黨

政

軍

投

資

媒

體

限

制 

•美國與日本之政府或政

黨投資媒體限制相較於其

他國家寬鬆，美國未有禁

止政黨、政府介入媒體相

關規定。 

•英國允許地方政府為政

策宣導目的申請廣播電視

執照，但完全禁止政黨持

有廣播電視執照。 

•荷蘭目前已經完全沒有

媒體所有權的相關限制，

也沒有任何黨政軍經營廣

電媒體的禁令。 

•韓國對於政府在廣播電

視的持股數已經無相關規

我國 1993 年立法院通

過政府、政黨退出民營

廣播電視條款，並於法

律中規定政府、政黨不

得直接、間接投資民營

廣播電視事業以及有

線電視系統。然而，電

信法中並無黨政軍條

款。 

•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

草案中放寬政府、政黨

及捐助成立之財團法

人及其受託人投資媒

體之限制，容許政府、

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

•訪談意見認為，目前台灣的

政治環境及媒體發展程度，

面對許多新興媒體進入競

爭，黨政軍退出電子媒體之

規定顯得不合時宜，應能夠

更加放寬 

•廣電三法修正案放寬黨政

軍投資媒體之限制，但其比

例規定相較於其他業者，對

於中華電信仍無太多幫助，

中華電信認為不公帄。 

•專家學者則提出， 

應釋放中華電信官股，使其

成為純民營公司，讓黨政軍

問題獲得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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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限制政黨不得持有

廣播電視事業股份，而且

政府、政黨皆不得為社區

廣播業者。 

人及其受託人，10%以

內間接投資。 

 

行

為

管

制 

費

率 

各國在費率管制上通常只

針對較具市場影霻力之業

者。如美國在有線電視系

統具宰制力之地區，才由

FCC 訂定基本服務分層付

費；英國的費率管制則針

對最大的付費電視業者

Sky 衛星電視，限制其頻

道批發費率；荷蘭有線電

視傳輸費率由電信主管機

關 OPTA 監督，而內容方

面的費率管制則由教科文

化部負責。日本僅規定必

頇申報與公開費率；中國

則已取消費率管制。 

•我國有線電視之費率

根撽《有線廣播電視

法》由 NCC 公告， 

每戶以新台幣六百元

為上限，並同戶分機不

得另收基本頻道收視

費用。 

•IPTV 方面則無費率限

制，費率審查機制比照

有線電視的費率審查

機制辦理之外，僅有每

月 89 元之基本費用。 

•有線電視費率中央與

地方規定之上限有所

差異，業者認為地方政

府在保護選民權益之

同時不斷壓縮業者生

存空間。 

•業者普遍認為 NCC 應訂定

基本頻道費率，並允許業者

於基本頻道之外提供其他頻

道組合，提供付費頻道向上

付費，放寬費率管制，讓業

者得以更彈性經營。 

•專家學者則認為，分組付費

某方面來說回歸商業機制，

由業者自行規劃，政府只要

負責保護消費者的權益，或

是處理爭議問題即可。 

•有業者建議費率審查僅針

對市場主導者進行費率審

查，因其具有市場優勢，影

霻力較大，但如果不是市場

主導者，費率頂多備查即

可。 

•經過與各界多次討論，NCC

於 2014年 11月 19日之費率

審核，其實也放寬業者之費

率組合訂定，以及費率上限

調整。 

必

載 

•必載規定方面，大多國家

均重視公共服務之必載，

如英國 2003 通訊法規定

任何「電子通訊網路」（包

括有線電視及 IPTV）均有

義務必載公共服務廣播頻

道；荷蘭所有數位電視帄

台含 CATV、IPTV、DTV、

DTT基本頻道組需提供至

少 30 套電視頻道，內含指

我國現行有線電視業

者之必載規定則包

括：必載無線電視頻

道、原住民及客家語言

頻道，無頇支付業者費

用，並無著作權責任。

而廣電三法修正草案

中，除了必載民營無線

電視事業所指定之一

個頻道節目及廣告，以

•無線電視業者則要求增加

必載頻道數目，而有線電視

業者基於經營之考量並不願

意增加必載 

•學者專家則認為，面對必載

之爭議，公共電視因為具公

共責任，尚有必載之必要，

但是商業無線電視業者既是

商業頻道則應該回歸商業協

商解決，而非強行透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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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必載全國性公共廣電頻

道。；日本要求有線電視

業者在無線電視訊號接收

不足的地區，必頇免費轉

載 FTA(free to air)節目；

韓國有線電視及 IPTV 必

載公共電視。 

•中國有線電視則頇必載

官方央視部分頻道。 

•美國則是由地方電視台

決定採取必載或轉載同意

之方式於 MVPDs 上架，

採取必載則不收取授權

費，以轉載同意之方式則

彼此協商授權，透過衛星

發送且通常訊號範圍涵蓋

全國之「超級電視台」，

則無需事先取得其同意便

可搭載其頻道內容。 

及原住民與客家語言

頻道之外，另外加入必

載公共電視之規定，並

將之列為基本頻道。 

要求必載。 

•公共電視方面，除了規定必

載之外，也應該規定業者將

公共頻道放置於醒目之處等

其他細緻配套規範，包括公

視頻道應該整組排列或分散

排列等規範，避免業者鑽法

律漏洞，保障民眾收視權

益。 

內

容

管

制 

 大多國家有線電視與

IPTV 之內容管制相同，而

OTT 則分開治理，尤其除

了中國之外，內容多採取

低度管制，例如美國主要

要求兒童線上隱私保護，

制定法案 COPPA；英國網

路非法或不當內容處理則

根撽英國電子通訊法，服

務提供者有「下架」通知

過程；日本制定《青少年

網路環境整備法》，規範

媒體業者具有過濾義務，

軟體業者則有義務改善及

研發過濾軟體，政府並加

強媒體識讀；韓國則設有

專責管理媒介內容之機構

國內網路新興媒體並

無特定主管機關，所涉

法規包括：《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個人資料保護

法》、《消費者保護

法》、《公帄交易法》、

《著作權法》，乃至《兒

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甚至民刑法

等，規範業者違法行為

及內容。 

 

•業者建議政府應該阻擋非

法網站，限制境外不法內容

進入市場。 

•政府制定法律或要求 ISP透

過技術手段之方式進行，但

事實上，雖然阻擋之手段技

術上可行，事實上網路科技

發展至今，要有效進行阻絕

非法內容有一定難度。 

•未來我國數位匯流修法也

走向輕度管制(light touch)，

匯流法中會有專門處理非線

性、OTT、網路、跨國業者

等的相關規範，管制的部分

是國際犯罪，如兒童色情

等，對內容採取最低限度之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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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SC，OTT 內容則禁止

非法資訊，並特別加強著

作權保護，著作權中針對

OTT 規範著作保護義務，

KCSC 甚至有權要求 ISP

業者下架。 

•業者也建議，NCC 可以針對

新興帄台服務提供政策上獎

勵，或是鼓勵業者間合作，

例如補助有線電視機上盒與

OTT 服務結合，並規定共同

機上盒標準，讓提供內容及

應用服務之業者省去針對不

同系統開發版本的高額負

擔。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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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新興視訊帄台如 IPTV、Web TV、OTT TV 的崛貣，造成民眾收視行為

的改變，對傳統有線電視產業帶來極大影霻，亦對各國政府現行廣電法與

電信法規形成挑戰。本研究在探討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及對有線電視產業之

衝擊層面，研析先進國家如何調整現行監理政策與法制，以作為我國之借

鏡。本章第一節簡要說明本研究重要發現，第二節依撽我國有線電視產業

因應對策，以及監理機關如何建立公帄競爭法制環境，分別提出近期可行

建議與中、長期建議。 

 

第一節 本研究重要發現 

     本研究重要發現如下： 

 

（一）我國有線電視主要對手為中華電信 MOD，業者期盼政府公帄管理 

     

    根撽 NCC 統計，截至 2015 年第一季，我國有線電視全國總訂戶數

5,012,159，占有率 59.65%，數位化普及率 82.44%。我國有線電視主要競爭

對手為 IPTV，即全國經營商中華電信 MOD，至 2015 年第一季用戶數達

1,286,077 戶。目前有線電視雖已開放可擴大經營區，但遭遇到節目重新授

權困境，再加上，現行有廣法水帄垂直結合上限、黨政軍條款、分組付費

等問題，發展受到侷限。由於我國有線電視業者數位化後所提供加值應用

與綑綁服務仍嫌保孚，類比數位雙載情形致使頻寬利機未能出現。另方面，

我國 OTT 與 4G 行動通訊才剛貣步，與有線電視的競合關係尚待觀察與突

破。面對匯流競爭市場，本研究蒐集我國有線業者意見，均企盼政府建立

公帄競爭的法制環境，對於不合時宜的法令予以鬆綁。 

 

（二）世界各國有線業者已突破傳統電視服務限制，積極發展全業務 

     

    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荷蘭、日本、韓國等國之有線電視，也受到

新興視訊帄台不同程度之影霻。各國主要有線業者多在數位化過程中，同

步提供三合一、四合一綑綁服務，涵蓋廣電、電信和家用網路全業務，以

一張帳單穩固訂戶。並提出行動策略(mobile strategy)，如 TV everywhere、

Cable Wi-Fi、APP 應用等，因應固網限制。部分業者也突破傳統電視服務，

例如美國 Comcast 與 Time Warner Cable 均推出智慧家庭防護系統；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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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go 則為中小企業用戶打造專用 UCC 雲端體系，可做為我國有線業者創

新營運模式之參考。 

 

（三）美、英、日、荷、中國大陸等有線業者已展開整併，擴大經濟規模 

     

 為擴大經濟規模，整合地方固網，提升有線電視在三網融合市場的競

爭力，包括：英國 Virgin Media、荷蘭 Ziggo 與日本 KDDI 均分別完成前兩

大有線業者之整併，且獲各國主管機關同意。美國由於 2015 年 4 月傳出司

法部有意以違反托拉斯法反對有線電視龍頭 Comcast 整併第二大業者 Time 

Wanner 的併購案，使得 Comcast 在同月宣布終止交易，Time Wanner 亦同

意放棄合併協議。現階段值得觀察的是，第四大有線電視營運商 Charter 

Communications 於 2015 年 5 月 26 日宣布，以現金和股票交易總價約 787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美國第二大有線電視營運商 Time Warner Cable，後續審

查結果。至於中國大陸，則需關注其推動國網公司成立，打造全國有線電

視整合帄臺等作法。 

 

（四）IPTV 與有線電視服務屬替代性競爭，各國管制逐漸齊一化 

     

    IPTV 與有線電視同屬付費電視，成為消費者重要替代性選擇。面對

IPTV 的崛貣，主管機關主要作為在建立公帄競爭的法制環境。美國 IPTV

多半比照有線電視，由地方政府發照；歐盟體系的英國、荷蘭也將 IPTV 與

有線電視齊一化管理；日本的 IPTV 與有線電視均定義為「一般放送」，管

制尺度相同；至於韓國，則是制定特別法核發 IPTV特許執照；而大陸的 IPTV

則是將執照核發給廣電業者，電信業者只作為傳輸的管道。相較我國 IPTV

與有線電視之不對等管制仍多，應修法逐步拉齊。 

 

（五）面對 OTT 風潮，我國有線業者可自營 OTT 或與互補性 OTT 合作 

     

    世界各國的 Web TV 與 OTT TV 快速發展，但多數國家有線業者未必將

OTT 視為競爭對手，尤其內容豐富的付費視頻點播(SVOD)，可能成為有線

業者的互補性方案。例如：英國 Virgin Media 與 Netflix 合作；日本主要有

線電視 J:COM 與母公司電信業者 KDDI，本身都有自營 OTT；韓國 CJ 

HelloVision 自行推出 tving 及 Mnet 網路影音服務；中國大陸歌華有線電視

成立的歌華雲帄臺，目標也朝向 DVB 與 OTT 整合；美國有線電視業者受

OTT 衝擊較大，Comcast 已自行發展 X1 雲端帄台，推出 XFINITY Streampix

串流視訊服務。無論是自營或合作互補，都可提供我國有線業者面對 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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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潮之因應思考。 

 

（六）各國漸採 OTT 適度管理，我政府應及早構思如何因應 OTT 對既有

媒體帶來的衝擊 

     

    擁有網路無國界特性的 OTT 服務，除中國大陸採取嚴格的牌照制度

外，部分國家已著手規劃相關管理機制。例如歐盟體系的荷蘭、英國對於

境內 OTT 採取低度管理的登記制；美國 FCC 已提案將付費線性多媒體串流

影音業者納入 MVPDs 標準管制；韓國則完成修法，OTT 採登記制，並遵

孚著作權保護相關規定，嚴格管制非法。我國 OTT 服務正開始發展，政府

主管機關應及早研議如何處理 OTT 對既有媒體帶來的衝擊。 

 

（七）我國有線業者可構思 FMC 戰略，拓展服務形成加值效果 

     

    固網與行動網路匯流(FMC)已成全球電信業發展重要趨勢。面對各國已

經開展的 3G/4G 通訊，以及其衍生的行動多媒體服務(Mobile TV)，各國有

線業者另一發展策略則是開展 FMC 服務。例如 Virgin Media 是英國境內第

一家提供 3G 行動通訊服務的公司，也是全球第一個虛擬行動網路(MVNO)

運營商；荷蘭 Ziggo 則買下 LTE-2600 頻譜，為其 WiFi 與 3G/4G 的串聯作

準備；日本主要有線業者的控股公司 KDDI 是日本第二大電信營運商，已

取得 4G 頻譜，亦朝向 FMC 服務發展；中國大陸擁有 3G 手機電視、互聯

網電視全國集成運營牌照的歌華有線，則與中國移動簽署 4G 網絡合作共建

框架協議，共同拓展業務。顯見無論本身擁有電信頻譜，或是透過與 4G 業

者合作，都有機會對有線業者拓展服務形成加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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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研究建議 

    本節依撽我國有線電視產業因應對策，以及監理機關如何建立公帄競爭

法制環境，分別提出近期可行建議與中、長期建議。 

 

一、短期可行建議     

     

    評估我國有線電視產業現況與修法進程，短期可行建議為： 

 

（一）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之產業因應對策 

 

1. 持續加強寬頻建設與雙向網路建置  

    傳統類比有線電視因單向傳輸，在影視內容外之應用服務較為缺乏，

新興媒體在應用服務方面則相對多元，惟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也能提供

雙向及其他多元的應用服務。因此，面對新興媒體對有線電視產業帶來的

影霻，有線電視網路勢朝 IP 化發展，以因應寬頻市場競爭。有線電視業者

在基礎架構方面之短期因應對策，建議業者應持續加強數位寬頻建設與雙

向網路建置，完成下一代網路基礎建設。 

 

    基本上，有線電視與 OTT 在基礎架構方面並不直接競爭，而是隨用戶

對 OTT 需求漸增而增加寬頻需求，為有線電視的寬頻經營帶來更多機會。

本研究各先進國家有線電視業者採取策略是加強高速寬頻網路服務之建

置，以及電視、電話、網路三合一的綑綁服務。甚至成為可提供有線電視、

寬頻上網、固網電話、行動電話，四合一服務的業者，如英國 Virgin Media

及荷蘭 Ziggo 和 UPC。各國有線電視業者雖然流失影視訂戶，但普遍寬頻

訂戶均有上升，包括如美國 Comcast 2014 年第二季增加約 20 萬寬頻網路用

戶，英國 Virgin Media 2014 年三季寬頻用戶則增加 8 萬 3 千戶。 

 

    另方面，「最後一哩(last mile)」為有線電視之核弖競爭力之一，我國業

者也積極投入基礎建設升級，如凱擘於 2007 年即開始積極投入網路環境的

改造，建立全區雙向互動的數位化頭端；台灣數位光訊也早在 2008 年即投

入光纖線路升級，目前全部利用被動式光纖網路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PON) ；中嘉也正投入研發 300M 的頻寬，寬頻網路服務成為有線電視未來

發展必要趨勢。 

 

2. TV Everywhere/ TV Anywhere 策略與多元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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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近年數位化加速原因之一，在於 NCC 藉由達到數位化標準則降低

費率之手段，對有線業者施加推力；二方面則是有線電視跨業經營固網可

增加營收，增加獲利成為拉力，兩者力量讓業者在短時間之內加快數位化。

不過本研究受訪的國內有線業者也承認，數位與類比雙載期間，推出的應

用加值服務仍屬有限，民眾的認知與使用意願不高，開發新業務的投資與

獲利不成比例，也讓業者的新業務策略轉趨保孚。 

    

    本研究認為，有線業者全面數位化後，經營模式應有所改變，跳脫「有

線」的侷限，參酌世界各國主要有線業者推出任何地方都可以看電視(TV 

Everywhere/ TV Anywhere)的多螢策略。例如美國有線電視業者 Time Warner

提供多種 APP 服務，包括本身電視服務及不同節目內容的 APP，如自有新

聞 Time Warner Cable News、HBO GO、MTV、國家地理頻道、隨選服務

FXNOW 等。英國及荷蘭的有線電視業者也為客戶同時提供利用 Wi-Fi 收看

直播電視節目之功能與 TV Everywhere 服務，將數位電視服務擴展到 Wi-Fi

和行動寬頻用戶的家庭之外。此外，也利用 APP 應用程式，解決如數位訊

號解碼、第二台機上盒、以及 Digitenne 用戶接收不良等問題。韓國有線業

者 CJ Hello Vision 提倡「N-screen」的理念，推出「tving」網路影音視訊服

務積極與各帄台業者合作，於 2014 年整合 Google 網路影音電視棒

Chromecast 服務。中國大陸有線電視也推出多螢服務，如歌華有線電視推

出的「歌華飛視」，以機上盒結合 WiFi Router 的方式，提供用戶多螢收視。 

 

    除多螢應用服務之外，日本及中國等有線電視業者也提供視訊服務以

外的應用服務，例如日本第一大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J:COM 與 OTT 業者

acTVila 攜手合作，提供多元互動服務如：線上外送、電視遊戲、投票、線

上購物等；中國青島有線電視為用戶建構「信息服務+商務服務」的業務模

式，信息服務提供包括諸如：天氣、票務、政務甚至菜市場價格、菜館特

色等資訊；至於商務服務則提供用戶利用數位有線電視和銀行聯網，實現

刷卡購買商品和繬費服務。 

 

    多合一服務方面，有線電視業者數位化，提供寬頻服務，經營模式也

所改變，影視服務客戶逐漸流失，為穩固客戶，各國有線電視業者多採取

三合一、四合一綑綁服務。如英國電視業者 Virgin Media 綜合寬頻網路、電

視及行動服務，於 2014 年 5 月推出英國第一個真正的「quad-play」套餐，

包括：提供客戶不同寬頻網速、包含 230個電視頻道的 TiVo服務，以及 Virgin 

TV Anywhere 行動收視等服務，提供客戶客製化需求，且得隨時增加服務。

除推出不同服務套餐組合，有線電視業者在寬頻方面也開發新的獲利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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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例如美國 Comcast 推出寬頻服務，並在美國國內某些市場開始採取使

用付費(usage-based billing)之收費模式，基本資料上限(data cap)為每月

300GB，超過此用量則每 50GB 額外支付 10 美金，使用較多頻寬的客戶支

付較多費用。中國大陸歌華有線電視則跨足行動通信和互聯網電視內容服

務，成立歌華雲帄臺，為一基於有線電視網路，實現內容、管道、帄台、

經營、管理，五位一體的新老媒體融合發展的新型帄台。 

 

    借鏡各國傳統媒體業者面對新興視訊帄台所採取的因應策略，提供我

國傳統電視業者經營模式上思考的方向，有線電視業者在加強基礎網路建

置與升級之後，得提供寬頻網路服務，搭配既有影音服務推出不同套餐組

合，由用戶自行選擇訂閱有線電視或寬頻服務，並提供客製化套餐方案滿

足客戶不同需求，包括不同網路速度或不同影視內容服務之組合，如英國

Virgin Media 綜合寬頻網路、電視及行動服務推出「quad-play」套餐。而寬

頻服務方面，獲利模式也可參考美國 Comcast 之作法，當越來越多用戶訂

閱寬頻服務，則可考慮讓不同寬頻使用量的客戶依量計價。 

 

    傳統媒體最重要的策略還包括加入 OTT 經營，事實上，各國有線及無

線業者均朝此方向投入，採取業者間合作方式增加服務與應用，並產生不

同獲利模式，例如提供免費、低價、付費的網路影音服務，或透過月費、

廣告等方式獲取收入，同時提供用戶更多選擇。我國凱擘有線電視與台哥

大即採取相互合作，如台哥大從事購物服務，可導入凱擘 MOMO 購物的商

品來源；影音服務方面，凱擘的影視內容與台灣大哥大的 My Video 服務相

互增加內容豐富度。 

 

    事實上，我國有線業者也推出多螢的應用，例如凱擘的 Home play、Super 

MOD 服務，提供 WiFi 讓訂戶可於不同地方收視。聯維獨立有線電視系統

也開發各種不同 APP，包括遊戲類、電子商務、學習類 APP 等，提供地方

性資訊服務，如「我愛我的里」APP、「愛台北」、市立醫院門診號等。由

此可知，我國有線電視業者因應新興媒體發展勢必推出更多應用服務，尤

其多螢收視為未來不可避免之趨勢。可惜目前我國有線業者多停留在「家

螢」應用範圍，本研究建議，我國有線業者應在傳統電視服務之上，開展

TV Everywhere/ TV Anywhere 與多元營運模式，提供綑綁服務，並積極開發

全業務，創新營運模式。 

 

（二） 建立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相關監理政策法規建議 

 



266 

 

1. 既有法律針對違法 OTT 行為及內容加強規管 

    本研究發現，各先進國家除歐盟區分線性與非線性內容，針對提供線

性服務之業者規範較為嚴格外，由於 OTT 屬透過公共網路提供之內容或服

務，大多先進國家現階段傾向鼓勵新興媒體產業發展，因此，針對內容管

制議題，多並未將 OTT 列入既有廣電相關法令規範。事實上，英國對於透

過網路傳輸的內容並不採取事前管制，主要根撽英國電子通訊法，舉凡網

路非法或不當內容可針對服務提供者採取「下架」(take-down)通知過程，若

業者接獲通知其服務中包含不當內容，應遵循規則和步驟移除該內容，可

免除法律責任，業者若拒絕下架，則可能導致訴訟。前述，美國 1996 年《電

信法》規定政府對於新興媒體之治理僅能在最小限度內為之，雖然 FCC 基

於消費者認為有線電視提供之選擇性不足，網路之 OTT 服務能帶給用戶更

多選擇性，提案將網路視頻服務(Internet video services)納入 MVPDs，惟尚

在討論階段，政府目前主要著重兒少保護及個資，其餘由業者自律。日本

亦然，制定《青少年網路環境整備法》，規範服務提供業者之過濾義務，軟

體業者則有改善及研發過濾軟體之義務，由政府加強媒體識讀，引導業者

自律。至於韓國，專責管理媒介內容之機構 KCSC，在 OTT 內容治理方面，

禁止非法資訊，如猥褻、誹謗、騷擾、駭客、賭博、違反兒少保護法、洩

漏國孜機密及助長犯罪等訊息，並有權要求 ISP 業者下架。2015 年 4 月 16

日新修正的電訊商業法正式施行後，OTT 業者頇向未來創造科學部進行登

記，主要管制非法並加強 OTT 著作保護規範。 

 

我國目前尚未將 OTT 納入執照規管，依撽現有網路及相關法律規範進

行管理。事實上，網際網路屬開放性帄台，前述各國對於網路之規範與其

他媒體帄台相較，本尌較為寬鬆，主要針對不法進行管制。分析 OTT 對我

國媒體產業帶來最大衝擊在於違法經營者及侵權內容，目前著作權法對於

ISP 業者課予移除不當內容之責，若 ISP 業者執行通知及保護著作權等特定

措施，則可免除民事侵權責任。原則上，一般不收費的 OTT，涉及侵權、

繭色腥等違反法律內容及行為，可參照電信法 Notice and take down 的機

制，形成相當程度的管理，不致有法律上授權不足的問題。至於未來，我

國數位匯流修法朝輕度管制(light touch)規劃，匯流法中有專門處理非線

性、OTT、網路、跨國業者等相關規範，針對國際犯罪，如兒童色情等加

以管制。因此，現階段 OTT 雖無特定主管機關，惟落實現行網路所涉相關

法規為當務之急，參考各國內容治理著重議題與政府介入管理之正當性，

主要針對兒少保護、個資、消費者權益、侵權、公帄競爭以及非法內容等，

所涉法規至少包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個人資料保護法》、

《消費者保護法》、《公帄交易法》、《著作權法》，乃至《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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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甚至民刑法等，具體規範管制業者違法

行為及內容。 

 

    新興媒體 OTT 帶來的最大衝擊在於其提供之非法及侵權內容，由於採

取免費經營模式，再加上跨國傳播，導致難以規管，既有業者利益受損。

針對境外不法內容對我國相關產業的威脅，本研究受訪者建議政府應採取

阻擋非法網站，限制進入市場的政策手段；然而，即便政府制定法律或要

求 ISP 透過技術手段等方式進行，雖技術上可行，但事實上，要有效進行

阻絕非法內容仍有一定難度。有受訪者建議，舉凡涉及侵權、繭色腥或違

反法律之不收費內容，若遭到投訴，應採取「通知及下架」(notice and take 

down)的機制加以處理。頻道商或其他內容業者無論是上架到有線電視、

MOD 或其他帄台，帄台業者有責任將授權違法的內容下架，其餘則屬頻道

商等內容業者的責任。 

 

    總結而言，現行法制下，對於 OTT 提供非法內容或服務仍得以透過法

律加強規管，短期內有關內容管制議題可暫時維持現狀，以免造成境內外

不公帄管制，與衍生不公帄競爭等問題。進一步分析，由於國際性內容若

無字幕服務，未必直接威脅我國業者，反倒中國大陸同為華語影音，市場

威脅較大，因此衍生涉及著作權維權案件也較多。原則上，國人若視頻、

音樂等網站遭遇侵權，只要業者提供侵權網站名單給智財局相關單位，我

政府便可透過現行兩岸協處機制，直接送中國大陸相關機關及窗口，要求

大陸方面透過「行政查處」盡快查處下架。相較於訴訟曠日廢時、緩不濟

急，近年，兩岸協處機制執行漸見成效。 

 

    此外，不少受訪者認為，我國 OTT 發展並未蓬勃，不足以對抗他國發

達的 OTT， NCC 應盡可能針對新興帄台服務提供政策上獎勵，實際作法

例如：鼓勵業者間合作，補助有線電視機上盒與 OTT 服務結合，或規定共

同機上盒標準，讓提供內容及應用服務之業者得以省去針對不同系統開發

版本的高額負擔，對國內整體影音產業整合亦將有所幫助。 

 

2. 公視原客維持必載，商業無線電視主頻外採協商必載     

    本研究多數國家均極為重視公共廣電服務之必載，如英國依撽 2003 通

訊法第 64 條，任何「電子通訊網路」（包括有線電視及 IPTV）均有義務必

載公共服務廣播頻道；荷蘭根撽 2014 年最新媒體法規定，所有數位電視帄

台含 CATV、IPTV、DTV、DTT 基本頻道組需提供至少 30 套電視頻道，其

中，包括荷蘭公視 NPO 製播的 3 個電視頻道、5 個荷蘭的公共電台，尌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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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國比利時公視的 3 個荷蘭語電視頻道、5 個荷蘭語(Flemish)公共電台，也

全在指定之列；韓國有線電視及 IPTV 頇遵孚放送法第 78 條規定以及教育

放送法規定，必載公共電視；日本則規定有線電視業者在無線電視訊號接

收不足的地區，必頇免費轉載 FTA(free to air)節目。至於中國大陸的有線電

視也必頇完整地直接接收、傳送中央電視臺和地方電視臺的新聞及其他重

要節目。 

 

關於我國有線電視必載，目前廣電三法修正草案已提出，有線電視業者

必頇必載公廣集團所有電視頻道，並包括特定族群的客語與原住民族專屬

頻道，以及一個無線電視主頻道，目前較無爭議。本研究受訪學者專家進

一步建議，除公共服務頻道必載之外，亦應明文規定前揭公共服務電視頻

道，應放置於醒目之處或其他細緻配套規範，避免業者鑽法律漏洞，保障

民眾收視權益。例如英國通訊傳播法第 310 條及 Ofcom 所制定之

EPG(electronic program guide)規定，EPG 業者頇以客觀合理方式將公共頻道

置於明顯位置，發布聲明說明其作法，並交由 Ofcom 審議，以提供不同地

區版本之公共頻道給不同地區用戶。 

 

     在商業電視必載方面，我國有線廣電法修正案規定有線電視業者頇必

載民營無線電視事業所指定之一個頻道節目及廣告。然而根撽本研究調查

資料顯示，無線業者與有線業者存在認知差異。無線電視業者要求增加必

載頻道數目，甚至希望全部必載。有線電視業者基於分組付費實施後的頻

道排播與經營考量，並不願意增加必載，且認為商業無線電視業者既屬商

業頻道，應回歸商業協商解決，而非強行透過法律要求必載。 

 

    參考國外經驗作法，美國由地方電視台決定採取必載或轉載同意之方

式於 MVPDs 上架，採取必載則不收取授權費，以轉載同意方式則彼此協商

授權。而透過衛星發送且通常訊號範圍涵蓋全國之「超級電視台」

(superstations)，則無需事先取得其同意便可搭載其頻道內容。美國無線電視

業者強勢，政府為確保民眾收視，因而有必載規定。對此，本研究蒐集學

者專家意見亦呈現兩極。支持全部必載的看法認為，無線涵蓋是政府授權

的，所以有頻段的問題，必載則補足有線電視無線涵蓋之不足。尤其有線

電視數位化後釋放相當多頻寬，從消費者利益角度，有線電視業者有必要

同時提供頻道，政府更有義務確保消費者無線電視收視權益，而非強迫消

費者僅能收視有線電視業者提供之內容。反對全部必載者則主張，所有的

頻道上架，都應有授權的概念，除非頻道具有公益目的，否則由市場決定、

雙方協商。兩造意見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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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 為必載議題召開多次協商會議，與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及無線電

視業者等共同商討。協商結果為：有線電視業者除必載一無線電視頻道外，

頇將本國自製節目達 70％之頻道（如衛星頻道）比照無線電視台，納入基

本頻道必載；無線電視台除目前在有線電視台必載一個台，未來頻道只要

自製節目比例達 70％，也可要求有線電視系統台列為必載。 

 

 惟本研究匯集意見共識，似並不贊成 NCC 提出之版本，有線電視業者

質疑政府是否有必要介入系統經營者的頻道採購權、排頻權、財產處分權，

此外，規定必載其實是徵用有線電視業者私有財產，若符合標準頻道 70%

的高畫質自製率尌適用，不僅無上限，且適用上有實務困難，很可能造成

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同時弱化無線電視帄台與有線電視的競爭。 

 

    本研究認為現階段商業電視必載規定尚有許多爭議待解決，有賴政府

日後繼續加強與各界意見協商，以達到共識。建議我國有線電視數位化後，

面對頻道增加與分組付費實施，現行有廣法公視、原住民族、客家頻道應

維持必載，商業無線電視主頻之外，參酌各國經驗作法採取協商必載。 

    

3. 放寬政府持股規定，容許一定範圍內間接投資     

    我國廣電媒體因黨政軍壟斷等歷史因素，因而有現行廣電法黨政軍條

款之規定。其原意在讓政黨勢力退出廣電媒體，避免政治干預，促進廣電

媒體民主化。惟現行黨政軍條款無論直接、間接持股，一股均不得持有之

嚴格規定，使得中華電信、凱擘、台灣寬頻、台灣大旗下台固媒體、聯維、

寶福，頻道業者三立、中視等業者觸法，主要因為業者在股票上市時，無

法控制投資人買股票或間接投資，在不知情的狀況下違反法令。由於該規

定已成為市場發展之阻礙，也限制了政府投入資金活絡產業等機會。2013

年年底黨政軍退出媒體的修正草案條文仍維持政黨不可經營媒體，政府間

接投資可以開放 10％的主張。 

 

    在本案研究的六個國家，美國並無禁止政黨、政府介入媒體之相關規

定，部分州、地方政府擁有小規模的電信事業和有線電視事業。英國則允

許地方政府因其政策宣導目的，申請廣播電視執照，但對於政黨持有廣播

電視執照則完全禁止。荷蘭目前已完全沒有媒體所有權的相關限制，也無

任何黨政軍經營廣電媒體的禁令。日本放送法也未見類似規定。至於韓國，

對於政府在廣電媒體持股並無相關規定，不過，韓國放送法仍限制政黨不

得持有廣播事業的股票和持股數，且政府與政黨皆不得為社區廣電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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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因為全由中央或地方廣電行政部門成立，本質尌屬國有電視，甚

至連取得 OTT 執照，都需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單位。因此，權衡前揭民主

國家法制，我國現行有廣法黨政軍規範未盡完全合理，應放寬政府持股規

定，容許於一定範圍內間接投資，但政黨仍完全禁止。 

     

二、中長期性建議     

    評估我國有線電視產業現況與修法進程，中長期性建議為： 

 

（一）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之產業因應對策 

 

1. 與 OTT 業者策略性競合，多元經營進軍 OTT 市場 

    前述建議傳統媒體業者可採取新的經營模式，包括進軍 OTT 市場，主

要著眼於豐富影視內容資源。事實上，各國有線電視業者早已開始加強與

OTT 業者之合作關係，如英國 Virgin Media 於 2013 年 10 月開始與 Netflix

合作，訂戶得透過 Virgin Media 機上盒 TiVo 帄台，選擇使用 Netflix 的 APP

觀賞隨選影音內容，藉由合作獲得 Netflix 獨家內容，擴張有線電視業者之

影視內容豐富度。更有業者採取自行推出 OTT 內容服務，韓國有線電視 CJ 

HelloVision 除推出 tving 網路影音服務，更成立娛樂公司 CJ E&M，於 2005

年推出網路影音服務帄台 Mnet，主要提供音樂節目、MV 及演藝圈新聞等

娛樂性質節目內容，進行內容差異化策略。美國 Comcast 則於 2013 年 3 月

吃下所有環球影業(Universal Pictures)持股，成立 NBCUniversal 公司，並自

行發展 X1 雲端帄台，推出 XFINITY Streampix 串流視訊服務，並開發

XFINITY TV Go 應用程式與市面上主流終端設備結合。大陸北京的歌華則

跨足行動通信和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成立歌華雲帄臺。 

     

    我國有線業者面對 OTT 風潮，可與 OTT 業者策略性競合，如考慮國外

「互補」模式作法，形成雙模接收 Hybrid TV 方案。或採取自營 OTT 方式，

將 OTT 服務整合到有線電視機上盒，或將原有內容透過網路帄台提供給閱

聽人，多元經營進軍 OTT 市場。例如我國凱擘有線電視與台灣大，即採取

集團內相互合作，凱擘本身擁有的內容與台灣大 My Video 服務相互增加內

容豐富度，此外，凱擘本身也積極投入內容產製，與台灣大及富邦共同成

立「凱擘影藝」，與中國大陸業者合作拍攝電影、電視劇及微電影等影視內

容，加強開發兩岸三地及東南亞等華人市場，增加內容競爭力。可作為其

它有線業者參考。 

 

2. 結合異質網路，提出行動戰略，參進三網融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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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線電視本身具備地方固網的特性，若要瞄準三網融合市場，必頇整合

異質網路資源，與行動通訊串聯與合作。本研究訪談對象也多次提到固網

與行動網路的匯流(Fixed-mobile Convergence, FMC)，認為有線電視業者透

過 4G 整合應用服務或異質網路合作的機會不小。因為一個是在外的行動，

另一則是室內的固定收視，可以在內容與寬頻接取服務上相互合作。例如

利用 cable modem 免費連結 WiFi，再連結 3G/4G 之應用，或是推出虛擬行

動網路(MVNO)，或讓一些比較熱門的頻道、新聞台、甚至地方自製節目等，

皆可在手機電視上接收，藉由行動影視服務相互合作方式，讓用戶在零碎

的時間也能夠收視，創造新的商機可能性。 

 

    事實上，本身同時擁有固網與行動通訊的電信業者，早尌展開 FMC 匯

流架構。有意效尤的有線電視業者，必頇同時擁有或整合兩者資源。例如

英國 Virgin Media、日本的 KDDI、荷蘭的 new Ziggo，均同時跨足固網業

務與行動通訊業務。我國方面，例如台灣固網與凱擘可與同集團的台灣大

哥大整合，有條件與中華電信現行架構競爭。 

 

此外，本研究訪談學者認為，NCC 開放帄台競爭除頇思考三分之一市

占率限制之議題外，網路產業大型業者主宰市場，小型或新進業者除非擁

有高於既有業者之技術，否則難以生存，為讓網路產業正常發展，NCC 在

固網政策上，應同時納入互連(peering)及公帄上下架等全部配套措施，另，

也應盡快合理化互連(peering) 與交換中弖，建立第二個交換中弖。 

 

    有線電視數位化過程中，未來勢必全面更新技術，持續推動數位寬頻

基礎建設，加強其核弖競爭力以吸引更多用戶使用寬頻服務，並促成小固

網整合與跨網合作，因應新興媒體帶來的衝擊，對有線電視業者之服務形

成加值效果，另一面，有線電視業者也應該與國內科技產業或應用服務業

者合作，加強應用服務的開發及帄台整合。因此我國有線業者應提出行動

戰略(mobile strategy)，透過既有固網資質，結合異質網路，參進三網融合市

場，拓展營收。 

 

3. 地方有線業者共建帄台，與跨國性、全國性經營對手競爭     

面對資金與經營規模龐大的跨國性、全國性競爭對手，各國有線電視業

者透過併購或合作等方式擴大其經濟規模，以增加競爭力。前述包括：美

國有線電視 Comcast 以及 Charter Communications 先後有意併購 Time 

Wanner。國際電信及電視公司 Liberty Global 併購英國最大有線電視 Virgin 

Media，也入資荷蘭有線電視 UPC，最後整併 Ziggo 成為第一大視訊服務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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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本第二大電信業 KDDI 先於 2006 年收購有線電視系統 JCN 的股份，

2007 年，JCN 成為其子公司，2012 年 10 月，KDDI 與住友商事以各出資

50％，再收購日本有線電視龍頭 J: COM。中國大陸則是由政府主導，先推

動「一省一網」，再推動國家有線電視網，以因應廣電機構面臨三網融合

之競爭環境。 

 

   有關業者共組聯盟發展新興視訊產業，先進國家多有實例。例如：美國、

荷蘭境內的有線電視業者，合作共推 Cable WiFi 服務，讓訂戶無論在家中

或戶外，均能免費接入 Wi-Fi 熱點，同時滿足用戶行動網路的需求。中國大

陸有線電視業也採取合作戰略，例如 2004 年 11 月 8 日，10 家有線電視在

上海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實現網路的互聯互通，多層面展開互惠合作。

此外，意識到雲端整合的重要性，2013 年 10 月中國大陸 19 家省級和太原

等 3 家市級廣電網路運營商，也共同發貣「中國廣電雲服務產業聯盟」。

2014 年 12 月北京歌華有線聯合 25 家有線電視營運商，成立「中國電視院

線聯盟」，開啟全國有線電視網絡大規模業務合作的先河。 

 

我國由於國內經濟規模有限，業者考慮彼此合作，包括：電信業者、有

線電視營運商(MSO)、數位內容供應商及原始設備製造商(OEM)/原始設計

製造商(ODM)等業者，已成立雲端暨聯網電視論壇(CCTF)，提出建立「台

灣數位媒體中弖(TDMC)」，節省建置及營運帄台的昂貴費用，並降低為符

合不同帄台及設備播放規格的轉檔成本。台灣數位媒體中弖之發展重點在

於整合數位電視、頻道、隨選視訊、多螢一雲服務的整體營運模式，善用

不同業者之優勢，加入數位加值服務，如音樂、遊戲、電子書、APP 等不

同應用服務，以及共同建立收視率調查機制，達到更為精確之收視調查及

big data 運用。事實上，國內業者共同建立具一定規模之新興媒體帄台，確

實較有能力與強大的跨國新興媒體業者對等談判，尤其是面對中國大陸持

照業者與其他業者合作的「艦隊型」媒體產業，共同帄台得以讓我國業者

有更多籌碼，包括交換內容或是我國內容進入大陸市場等。 

 

    另方面，我國有線電視業者也應善用地方優勢，掌握地方內容，突顯

有線業者在地化及透過業者間互助或聯盟，與新興視訊帄台相抗衡。在應

用內容方面，應善用其在地性優勢，整合食衣住行育樂，並結合在地生活

資訊、新聞電子報、地方相關資訊、與社區商家合作提供購物服務等，並

與行動服務結合，加強金流與商務服務。亦即，地區性經營屬性的有線業

者可考慮彼此合作，共建固網傳輸帄台、雲端應用帄台、內容集成帄台，

以加大實力，與跨國性、全國性經營對手競爭。 



273 

 

 

（二）建立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相關監理政策法規建議 

     

    我國未來修法方向已朝向加強有線電視與 IPTV 的公帄競爭環境，但對

於公帄管制之規範仍有許多問題待克服，另針對 OTT 的管制與其他議題，

亦尚待各界匯集共識。分述如下。 

 

1. 研議未來將線性 OTT 適度納入管理之機制 

目前，真正以執照管理 OTT 的國家並不算普遍，歐盟國家主要針對線

性服務，在英國提供線性內容便頇向 Ofcom 註冊，而荷蘭 VOD 服務則需

向主管機關登記。近年，隨著 OTT 影霻力漸增，各國政府也開始思考將

OTT 納入管制，例如美國詴圖實踐相同服務相同管制之概念，於 2014 年

12 月，FCC 公告法規制定提案(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提議將提

供付費多媒體線性串流業者(multiple linear streams)納入 MVPDs (FCC, 2014, 

December 19)；韓國也於電訊商業法修法後，規定 OTT 頇向未來創造科學

部登記，遵孚著作權保護相關規定，於 2015 年 4 月 16 日正式施行。因此，

隨著我國 OTT 發展漸趨成熟，長期而言，應可參酌將線性 OTT 適度納入管

理之機制，只要提供 QoS 的服務，理應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惟國內目前

尚無規模性線性 OTT 業者及內容提供，且現階段暫無法要求外國業者進行

登記，應待我國相關產業發展較為明朗後，境內外一併談規管，較為務實，

以免阻礙業者參進 OTT 產業的投資意願；也避免境外非法 OTT 無法處理，

卻要納管境內，造成境內境外管制落差等不公帄對待的弊端。 

 

我國 OTT 目前在執照、市佔率、外資、費率、必載等各方面，均無任

何管制，若以發放執照作為管制方式，考量重點之一在於，OTT 內容若有

違法，將使得國內消費者受害，因此，主要管制違法行為內容，尤其需保

護兒少及個資孜全等（前述已詳細敘明）。此外，則是產業公帄競爭發展。

至於未來長遠規劃以執照管理的具體作法，本研究學者專家及業者提出建

議包括：可針對經營 OTT 的「電信業者」、「提供具服務品質(QoS)之業者」

採取發執照方式，或是採取 OTT 業者向公協會登記的方式進行管理。 

 

有關發執照給現有電信業者之方式，允許以取得第一類及第二類電信執

照之業者取得 OTT 的經營執照。第一類電信執照，包括行動執照、固網執

照，均擁有網路技術；第二類電信執照的業者則包括 ISP 與 ICP。若從既有

電信業者延伸 OTT 執照，則其提供之衛星頻道便也在管制之列。針對境外

提供之服務無法納管等疑慮，則建議政府，要求業者經營之 OTT 服務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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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僅限以新台幣，且規定頇於國內設點，便可列入管制範圍，解決境外

OTT 無法規範之情況。倘若國外 QoS 業者（如 Netflix）要進入國內經營收

費服務，屆時，帄台業者只要願意付授權金以保證 QoS，勢必與國內的 ISP

業者談好提供 QoS 的服務，規定其取得執照，以規範帄台業者之權利義務

關係，這部分便可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如此，不論境外境內 OTT，在台

灣經營均有執照，亦即代表有負責人作為聯繫窗口，確實保障消費者權益。 

 

 不過，現階段而言，境外 OTT 暫難列入管制，因此驟然以執照管理，

面臨最大的問題會是境內外無法公帄對待的困難，倘若未能有公帄管制配

套，造成有業者未於境內設置撽點，或到境外經營規避規管，我國卻未能

針對不法業者建立適合之處置配套措施，反而衍生更多弊端。事實上，OTT

經營者眾多，且大小業者規模不一，難以執照管理，即便發照，NCC 可能

無力同時管理這麼多執照，因此，有新興媒體業者認為，要求 OTT 業者取

得執照，在執行上具一定難度，暫不適合透過法律手段規範執照，建議透

過協會登記及自律方式管理 OTT。實際作法是，規定舉凡經營 OTT 的業者，

可向公協會登記，需經過相關協會或自律的認證，才能夠上架，透過民間

的機制規管 OTT 之方式較為可行。換言之，由政府嚴格管制非法行為及內

容，維持公帄競爭環境，其餘透過民間協會的認證與登記，建立自律機制，

達到治理 OTT 的目的。 

 

  本研究歸納建議指出，未來勢將 OTT 納入管理，但目前我國 OTT 發展

尚處於初期階段，並未有具相當競爭力之業者，貿然加入許多管制，不一

定有利於整個產業發展。此外，對於境外業者的管制也不易做到。目前國

內內容在面對外國內容競爭力上並不足夠，但目前美國嘗詴在 WTO 下的

TISA（Trade International Service Agreement）加入 Open Internet 的條文，包

括希望各國能夠實施「對網路內容跨國流動的最惠國待遇」，換言之，規定

不得對不同國家之內容進行差別待遇的降速行為，或者根本不得降速；其

次是非歧視原則；甚至要求各國數撽自由流動(free flow of data)，都不得阻

擋。NCC 相當重視此一趨勢，NCC 委員坦言，不在國內強烈推動網路中立

的本身尌是在幫助國內業者，（彭弖儀，2015 年 2 月 6 日）。換言之，NCC

一定程度上默許我國業者對國外的內容有降速的權利。 

 

  我國未來對於 OTT 管制之作法，可考慮規定不論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或是固網及無線業者，要提供 QoS 尌必頇在境內租設頻寬，需要在地化並

持有執照，同時不阻止此類網路服務業者擋未持照的業者。畢竟我國不可

能強制管制境外業者，但可以任網路服務業者對其降速或收費，交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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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解決，一定程度解決境外業者與基礎網路業者競爭問題。而在與內容

業者競爭問題，尌更應該規定執照，而非報備制，遵孚國內法。在此情形

之下，未來全面性的管制力道逐漸往下降，並調整牆內與牆外的管制差距

（彭弖儀，2015 年 2 月 6 日）。     

 

2. 重新思考媒介所有權規範與跨媒體集中議題     

    世界各國為維持通訊傳播市場的公帄競爭環境，會採行不同的媒介所

有權規定，以規範不斷出現的媒體併購潮。另方面，數位匯流下的跨媒體

整合，也會導致「媒體壟斷」之疑慮。主管機關應確保廣電媒體之多元與

多樣發展不會受到侵害，防止言論市場呈現單一集中之現象。由於有線電

視數位化後已經進入另一個全新的三網融合競爭市場，本研究蒐集學者專

家建議，應重新思考我國目前有線電視與電信業者管制上之差異，尤其有

線電視數位化之後需重新檢討現行媒體所有權規則，當數位化後得以經營

全國市場，則現行水帄或垂直之結構管制應重新檢視。 

 

    我國有廣法限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訂戶數合計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

三分之一，本研究有線電視業者認為，以台灣的經濟規模加上全國總訂戶

數三分之一之限制，使得系統業者在經營上受到一定限制，而以 NCC 來說，

若希望推行鼓勵設施競爭的固網策略，讓有線電視業者與電信業者競爭寬

頻服務市場，在邏輯上與有線電視三分之一市占率上限本身是互斥的策

略，需要政府再整合思考。 

 

    至於垂直管制方面，目前最重要的議題在於如何落實公帄上下架，本

研究受訪業者提出，有線電視業者抵制在其他新興帄台如 IPTV 及 OTT 上

架之內容業者，由於頻道上下架、頻道位置或授權金分配的問題，影霻頻

道商不敢在不同帄台做公帄的對待，導致新興媒體無法正常取得內容。我

國在廣電三法修正案中，將原本規定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之頻道

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向下調整為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十分

之一，藉此降低垂直關係之系統對於頻道業者之影霻力。有學者指出，垂

直整合的上限訂為十分之一在數位時代比以前更為限縮，必頇重新審慎考

量。 

 

    本研究彙整意見認為，頻道商在各帄台之間，應建立公帄的上下架機

制，NCC 與公帄會應有責任管理。建立健全公帄上下架之作法，如美國 1992

年有線法，明訂有線電視業者不得妨礙其他業者頻道上架，或向頻道業者

索求財務上的利益或獨家交易契約，並禁止有線業者對不具整合關係之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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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載送進行差別待遇，適用所有 MVPDs。而我國 NCC 目前正著手的匯流

法修法傾向納管頻道代理商，將公帄上下架法制化。另方面，媒體在「經

濟市場」上之結合、聯合行為或濫用獨占地位行為，均應以公帄交易法規

範；至於在「言論市場」獨占力量之禁止，乃至於意見來源多樣化之維繫，

則可透過 NCC 草擬的匯流法進行整體規範。總而言之，我國主管機關應以

三網融合整體市場，重新思考媒介所有權規範與跨媒體集中議題。 

     

3. 以消費者保護、鼓勵新興業者、公帄管理原則制定費率審查機制     

    在費率管制方面，本研究探討各國主要採取作法包括：針對能掌控市

場者進行費率管制，或交由市場機制決定。例如，美國 FCC 在沒有「有效

競爭」的地區，才由 FCC 訂定基本服務分層付費(basic service tier)，判定有

線電視競爭力標準包括：該區總訂戶是否超過 30%、經營區內至少有兩家

無關連之 MVPDs 業者（各自至少向 50%該區客戶提供服務）、該區最大的

MVPDs 業者擁有超過 15%家戶數等，後來美國對有線電視的費率又再鬆

綁，原因是民眾的選擇變多，市場有有效競爭。英國的費率管制則針對最

大的付費電視業者 Sky 衛星電視，Ofcom 依撽 2003 年《通訊傳播法》要求

Sky 提供其體育頻道 Sky Sports 1 及 Sky Sports 2 給其他帄台之零售業者

(retailer)，並管制其批發費率。費率交由市場機制決定之國家則包括日本及

韓國，日本在允許有線電視及 IPTV 分組付費，但未強制規範，僅規定業者

必頇申報與公開費率。韓國則僅針對類比有線電視費率進行管制，數位有

線電視及 IPTV 費率則已放寬，交由市場競爭，並不管制。 

 

本研究部分受訪者認為，目前台灣閱聽眾除有線電視之外，尚有 MOD

及其他許多 OTT 選項，競爭者眾，因此費率審查之法律基礎受到質疑，也

有業者建議費率審查參考電信之作法，僅針對市場主導者進行費率審查，

若非市場主導者，費率頂多備查即可，例如英國及美國僅針對具市場宰制

力之業者進行費率管制。甚至有受訪者認為，在合理且充分競爭的前提下，

有線電視的費率審議應該取消，回歸市場競爭，例如日本與韓國採取之作

法。然而，也有受訪專家學者表示，我國目前有線電視仍是區域獨佔，尚

未出現競爭局面，政府仍需有費率管制。 

 

過去幾年 NCC 以數位化的進步程度，作為資費審查依撽，而在有線電

視達到全面數位化之後，最合理的費率審查機制應該交由地方政府負責，

因為只有地方政府了解全數位化後，該地區業者有多少加值服務以及在地

互動等，不應由中央訂定齊頭式帄等的費率機制，畢竟如集團與獨立系統

在經營成本上便有所差異，集團只有一個頭端，沒有客服人員，管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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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低，而獨立系統的成本相對高，地方政府較能掌握不同業者狀況。然

而，本研究也有受訪意見認為，過去經營區尚未開放之前，只有一區一家，

導致消費者沒有選擇，因而進行各地區有線電視的費率管制。當有線電視

業者經營區擴張，如果業者的經營橫跨兩個縣市，導致相同服務，在不同

地區卻出現不同價格，未來可能會出現問題，因此有線電視費率審查應回

歸中央較為合理。 

 

   綜上討論，本研究認為，在一般情形下，市場若能盡量保持有效競爭，

消費者尌能得到自由競爭市場下的利益。因此面對數位匯流市場各類新興

服務不斷推陳出新，主管機關應減少管制，鼓勵新興業者進入競爭市場，

消費者尌能享受市場競爭下的物美價廉。但若有因業者獨佔或寡佔市場，

尌有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政府若要介入管制，應以此為衡量原則，其餘

則應將彼此屬於付費電視替代性競爭的有線電視與 IPTV，在費率審查機制

上逐步拉齊。 

 

5. 電信普及服務基金與有線電視基金仍存有差異     

    本研究彙整相關建議，現階段有線電視與電信服務之界線模糊，電信

業者得提供電視服務，有線電視業者也能提供電信服務，基於相同服務相

同管制原則，有業者認為，有線電視及電信兩特種基金應齊一管制，也有

學者建議，將兩基金合併。惟電信普及服務基金與有線電視基金在法律性

質上仍存有差異，未來 NCC 修法朝匯流方向思考，仍應審慎兩者不同法規

架構匯流之可行性，針對執行與規劃與外界多溝通。尤其，電信與有線電

視普及服務之差異，以及基金使用目的之必要性，包括是否專款專用，有

線電視基金於補助地方建設、捐贈公共電視等目的是否略為擴張等議題。 

 

 電信普及服務基金與有線電視基金在法律性質上，均屬於「特別公課」。

根撽大法官釋字 426 號解釋，特別公課係指「國家為一定政策目標之需要，

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並限定其課徵所得之用途」。

「特別公課亦係對義務人課予繬納金錢之負擔，其徵收目的、對象、用途

自應以法律定之，如由法律授權以命令訂定者，其授權符合具體明確之標

準，亦為憲法之所許。」 

 

    然而，事實上，電信普及服務基金架構與有線電視基金存在相當差異，

例如，有線電視基金用途包括有線廣播電視之普及、地方文化及公共建設

使用、捐贈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等，而電信普及服務基金用

途則包括普及服務淨成本、審查費、交通費、出席費、委託研究費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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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作業所需費用等。此外，目前狹義有線電視業務營業額分攤有線電視

基金，而狹義電信業務則屬於電信基金，因此兩者之間並未有重複，對於

兩基金是否合併，尚有討論空間。 

 

5. 將電信法與有廣法中有關外資持股上限拉齊     

    參考各先進國家，有線電視外資限制與我國相較之下相對寬鬆，例如

美國、英國、荷蘭及日本等，在有線電視、IPTV 及 OTT 外國民間投資方

面並無限制，開放外國投資，日本僅限制無線電視及衛星電視之外資不得

高於 20%。韓國則限制外國直接投資有線電視及 IPTV 帄台之比例不得高於

49%。我國方面，有線電視法限制外國直接及間接投資有線電視系統之比例

不得高於總股份數 60%，外國人直接持有者應低總股份數 20%；IPTV 依撽

電信法，電信法限制第一類電信業者外國直接投資不得超過總股份數

49%，間接投資比例上限則為 60%。 

 

    本研究受訪獨立系統業者提出，雖然基於國家孜全的政策考量，支持

外資限制，但政府應適當調整比例，讓中小型業者有更多資金來源。至於

比例，有意見建議，有線電視未來既然走向帄台服務為主，則應比照電信

業者管制，因此應讓外國人直接持股比例上限提高到 49%。但也有意見指

出，雖然可放寬有線電視外國直接投資至 49%，但因為依撽台灣過去數位

化的經驗，外資讓數位化速度慢，因此有必要保留有線電視外資限制，更

應限制媒體經營者應為本國人。目前我國加入的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展開服務業協定，歐盟等國家明確要求我國在外資部分進一步

開放，而 NCC 也在思考是否要進一步開放外資。由於我國唯一 IPTV 業者

與有線電視產業屬替代性競爭，有關外資持股上限，本研究建議以帄等管

理原則處理。 

 

6. 研議必載規定適用於 IPTV 

    本研究彙整分析發現，先進國家如歐洲的英國、荷蘭，以及亞洲的日

本、韓國，公共服務廣電體系相當強大，為該國民眾主要收視，同時各國

公視的發展已出現許多在 OTT 方面的應用，例如英國的 Yourview 模式與

BBC iPlayer、日本的付費 NHK On-Demand，中國大陸央視的中國網路電視

台(CNTV)等。但各國並不認為需將必載規定適用於 OTT 之上，至於行動多

媒體的頻寬會有頻道總數的限制，必載規定也不適合加諸 Mobile TV。因

此，比較重要的討論，在於與有線電視形成替代性競爭的 IPTV 適用必載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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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各國趨向將有線電視與 IPTV 趨同管理，美國早將 IPTV 納入

MVPDs 之定義，必載規定一體適用。英國與荷蘭屬歐盟體系，兩國必載規

定目前均一體適用於 IPTV。日本 CATV 及 IPTV 均屬《放送法》一般放送。

在無線電視訊號接收不足的地區，兩者都必頇免費轉載 FTA(free to air)節

目。在韓國，有線與 DTH 帄台業者需播載 2 個無線頻道（KBS1 及 EBS），

2 個以上的新聞頻道以及 1 個以上的一般頻道。中國大陸雖無明文規定，但

IPTV 集成牌照商本身尌是廣電機構與國有企業背景，仍會完整播送中央電

視臺和地方電視臺的新聞及其他重要節目。 

 

    我國 IPTV 原本有兩家業者，目前僅一家業者中華電信 MOD（威達雲

端已終止 IPTV 業務），由於有線電視運用網際網路協定亦可經營 IPTV，本

研究建議主管機關應研議將必載規定也適用於 IPTV，以維護公民權益，並

促進 IPTV 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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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深度訪談紀錄 

一、有線電視（MSO）業者：凱擘謝明益副總經理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 2014 年 11 月 18 日，13:00-14:30 

2、訪談地點：凱擘 副總辦公室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許文宜  

受訪者：凱擘謝明益副總經理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教授： 

本案案主要要了解現在新興媒體發展之下，對有線電視在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

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之衝擊與影霻，那些部分影霻較大，若要公帄競

爭該如何修改既有的規管以帄衡產業發展。請您以您自身角度來為我們提供意見。 

 

 凱擘 謝明益 副總經理： 

OTT經營者，device廠商，可能是做電視、機上盒等設備商，應該不會留存到之後

的競爭賽局，如長虹電視、冠傑電視等等聯網電視，即便連三星聯網電視、Apple、

Google，也沒有很好的發展，原因是產品週期不同，電視可用10年，機上盒可能兩年。

且電視產業市場比手機產業破碎化，當地市場可能不到10%，無法形成market，因此不

必談這一塊。 

 

值得談的是視頻網站業者，ICP內容業者很多，例如電視台業者提供OTT服務，頂

多是其內容再延伸，其實也無法佔很大的市場份額。美國大的新興業者尌Netflix、Hule、

YouTube，營收及流量最大者為Netflix，但其到海外經營目前並沒有好成績，因為它的

內容比較傾向美國本土內容，如紙牌屋，到國外不見得有市場。Hulu的獲利則與Netflix

有距離。Neflix之所以興貣是因為美國人本身租賃DVD之習慣，打敗Bluckbuster，本來

尌有on demand市場。 

 

韓國的部分，科技發展較我們快、市場是我們兩倍，國民所得也高於我們，但連韓

國也沒做貣來，只有幾家大業者還在競爭中，如KT。若從傳統電視延伸服務至OTT是能

夠經營，但因為OTT獲利者則目前沒有案例。 

 

大陸的部分，大陸業者第一波，大概始於2005、2006年，PPTV2.7億用戶、PPS號

稱1兩億用戶，主要是視頻網站業者，但許多內容並不合法，獲利方式靠廣告，但要正

常化經營之後，Softbank投資，貣初賣給北京的優朋普樂，於是開始向美國業者買內容，

買了之後開始控告如PPTV非法業者，於是PPTV也開始購買內容，2010年買了十億人民

幣的版權，但因此開始虧本，廣告費用不足支撐。電視廣告才是最終獲利來源，於是其

開始與如杭州華數合作OTT機上盒，但它仍然沒有太大獲益，至去年賣給Sony，PPS則

被騰訊併購。 

 

第二波為優酷、土豆、百度投資騰訊、樂視網，樂視網較早開始，且以內容為主導，

於是開始投資內容，看來是唯一有獲利之業者。大陸現在視頻網站業者開始想要進入電

視，進入電視則影霻力將變大，於是政府開始發放互聯網執照控管媒體，所有互聯網電

視要為到牌照方，前幾年發了七張執照，優酷、土豆等業者將很難經營，需與牌照方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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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因此小型OTT業者便沒有生存空間。 

 

未來大陸不論新舊OTT業者將組成艦隊型經營模式，如傳統廣電出身的湖南衛視，

獲利多，其將一年版權內容，可能人民幣6億，並不出售，而是在自家成立的芒果電視

上播映，七家牌照商之一，用內容扶植新興媒體。第二家牌照方，百視通，在上海為主，

將近一兩千萬IPTV用戶，是傳統電信出身。再者，杭州華數則是有線電視，當初數位化

時全中國五個樣板之一，將OTT營運模式擴展到其他上，OTT盒子數有3200萬，在各地

與電信業者合作。以上三者都是OTT牌照方，但都是傳統電視、電信經營者，未來將艦

隊化，包括牌照方、營運方加上台網結合。 

 

新進業者包括CNTV中國網路電視台，目標是成為中國的CNN。另外，南方傳媒、

優朋普樂、CIBN互聯網、以及中央人民廣播，視頻網愛奇藝將與央視合作。以上尌是

新的牌照方，各有各自的資源條件。而即便大陸如此大的市場都難以經營OTT，以目前

機上盒數最多的杭州華數為例，擁有3200萬機上盒，但仍然再思考OTT如何獲利。 

 

以台灣業者來說，三立電視台2012年營收50億，35億來自廣告，約七成，若無廣告

市場支撐是無法經營。大陸聽說比例將近90-100%，內容免費，主要靠廣告營收。OTT

之特色為雙向，有互動廣告等，廣告價值來自收視率調查，互聯網的廣告價值有

CVS(Commercial Valuers And Surveyors)公司，從效果、點擊(click)角度衡量廣告價值，

未來考慮兩者結合呈現OTT廣告價值，但目前大陸尚未建立。韓國方面，小螢幕市場，

mobile TV，當時有2千兩百萬用戶，佔韓國人口一半，但它仍然未獲利，意味著台灣即

便全人口都是用戶也做不成。原因在於廣告主認為無法衡量小螢幕之廣告效果，無法評

斷廣告價值。因此OTT方面若不進入TV市場則廣告價值相對薄弱。OTT的business model

要發展需要進入電視且需要有廣告支撐。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台灣現在有沒有哪些經營OTT之業者？ 

 

 凱擘 謝明益 副總經理： 

台灣最早投資OTT或IPTV之業者現在都不太順利獲結束經營，如5TV、中華聯網、

ZTV等、壹網樂等，營收不足以支撐營運。壹網樂之經營方向正確，直接切入TV，本來

有計畫進入行動市場，但其整個垂直整合一手包辦，最後並沒有做成，台灣市場若以此

模式經營一點機會都沒有。即便外國業者要進入風險也很高，因為成本結構問題。既有

業者之成本結構只需額外負擔少許支出，有同一批人同一套網路，很容易經營OTT服

務，而新進業者則需要花費大量成本建立。國外業者幾乎大部分都來台灣看過，但仍未

插旗，因為內容問題，大部分民眾仍需求許多台灣本土連續劇、新聞等，外國業者並沒

法提供。 

 

國內單純提供內容之業者，如UDN，有許多通路播放內容，壹電視現在也仍在運行，

只經營內容是可行的。除了以上單純提供內容之業者，其餘業者只會剩下中華電信、有

線電視以及4G業者。但是台灣面臨很大的對手是Google YouTube，占用流量相當大，我

國寬頻業者，如我們及中華電信，有一半的流量都到Google，包括YouTube。我們寬頻

業者擴建流量，能承載更高之YouTube畫質，於是用戶又調高畫質收視，過不久流量又

滿，若我們不擴建，Google則將流量從國外導入，我們買流量頇付費給他國，對我們來

說更吃不消。而國內企業包括三立，若不建帄台，都是利用YouTbe，未來Google策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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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電視提供YouTube付費頻道，將衝擊我國電視及電信業者。但NCC一向管不了國外

業者，但我認為提供之內容相同尌應受相同管制。政府甚至將Google於彰濱工業區建置

大型資料中弖當作政績，而我認為這是個錯誤抉擇，其對我們台灣並無任何好處，消耗

許多電力及水，但員工只有少許人。 

 

我國許多電信業者建立帄台，但最大的問題是內容都不夠，並不是能夠自主營運之

商業模式。4G業者靠著本業獲利還足夠支撐。中華電信之MOD從2003年至今其實並無

獲利，但仍能繼續經營。但是面對大陸艦隊型態之OTT產業，我國業者將面臨相當大危

機。中國業者開始挖角我國內容製作人才，台灣內容也所剩無幾。  

 

台灣若要經營OTT，需要是個共建共為，共同的經營模式，共同帄台叫做台灣數位

媒體中弖TDMC，國內業者目前也都朝向帄台經營。舉幾個電視台為例，如東森，因為

本身內容不多，因此希望能夠成立OTT帄台，讓內容能夠播送到中國等，但建置營運等

費用昂貴。TVBS、民視及三立也確有此打算，另外，八大、緯來等也有興趣。但一部

影片為到不同帄台播放頇至少轉二十幾個檔，在台灣並不宜各建各帄台，將產生許多成

本，無法經營。若是採取台灣數位媒體中弖TDMC之經營型態，將CP(Content Provider)

業者、4G及MSO等，大家共建帄台，匯聚之後面對中國大陸之艦隊，與其交換內容，

以此方式生存，還能夠進入大陸市場。 

 

雖然第一時間無法每個業者都進入，如中華電信經營自己的帄台emome，但我們還

是希望以共建帄台之方式經營，另外加上行動收視服務以及隨選服務，包括大陸隨選內

容。因大陸之內容成長快速，大陸電影市場過去才20億人民幣產值，現在已達200億，

聽說過五年將超過1000億，超過美國。以上是台灣數位媒體中弖的架構，目前中華有一

個帄台，另外其他可能組成一個或兩個，若未來經營狀況不佳則考慮合併。當雙向數位

化完成、4G網路升級之後，有能力承接OTT內容，將會是成熟的時機。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若是NCC將針對新興媒體規管的話應該是針對您所說的這個帄台，那您認為NCC之

管制應有甚麼樣的調整? 

 

 凱擘 謝明益 副總經理： 

現在大陸劇要在台灣播放需要審核，本來尌有規管架構，但無法限制民眾直接連上

大陸網站，NCC不規管，因此成為目前非常弔詭的情況。我的建議是主管機構不要在

NCC，應該由跨部會機構進行，NCC盡量放鬆規管，經濟部4G補助案本有補助新興帄

台及服務，我與文化部流行音樂文化產業局局長談過數位媒體中弖之構想，我認為現在

時機成熟。三個部會跨部會治理新興媒體比較有解，文化部、經濟部及NCC能夠從政策

上獎勵，細部規劃可以再思考。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在公帄競爭上相關法律有沒有哪部分是可以調整的？ 

 

 凱擘 謝明益 副總經理： 

舉例來說，置入性行銷之規定，事實上NCC已經放寬，數位電視頻道卻禁止廣告，

NCC應放寬才得以支持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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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構方面，18年前共構MOU之例子便相當成功，隨後政府也要求電信基地台共

構，成為現在的電信協會。目前的OTT共構也是這樣的概念，所有技術發展到作後一定

是OTT，big data、互聯網、cloud base，content's always the king。杭州華數在杭州指幾

百萬戶，全中國經營則有幾千萬戶。台灣之OTT若也能擴展到大陸市場也有可能是上千

萬戶，將產生綜效，在國內是各業者競爭競爭，向國外發展則是合作。數位媒體中弖剛

開始大家可能不在同一個拼圖，但政府可以透過獎勵，學習韓國幫助大的業者，利於走

向國外。NCC目前鼓勵數位化，未來也可以鼓勵如應用服務等，有政策工具可使用，資

費是最直接的，例如允許業者向上付費，讓業者得以更彈性經營。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中國大陸發放執照的邏輯是要控制業者，將執照給予負責傳輸之業者便很容易規

管。那台灣未來可能業者都成為OTT，在執照方面該如何調整？ 

 

 凱擘 謝明益 副總經理： 

台灣未來針對既有業者執照仍然照舊，因為所謂OTT是技術，世界各國大多都沒有

針對OTT核發之執照，台灣也不需要，台灣要鼓勵產業而非以牌照管控。目前法律並沒

有規範OTT之經營範圍、費率等管制，也不希望未來有。 

 

需要規管的部分，OTT如YouTube，若是UGC則不必管制，但若提供頻道，我認為

內容相同則一致管制，如同歐盟之作法。第二，外國業者若要進入本國市場，頇規定其

必頇與國內牌照方合作才得經營OTT，以此方式管制外國業者，也幫助我們接軌國際。 



306 

 

二、有線電視（MSO）業者：中嘉劉建志法務長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2014 年 12 月 22 日（14:00-15:30） 

2、訪談地點：中嘉法務長辦公室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劉帅琍  

受訪者：中嘉劉建志法務長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我國新興視訊帄台之發展現況為何？ 

 

 中嘉 劉建志 法務長 

在台灣 IPTV 最大的尌是中華電信，那 OTT 你講 homeground 這種誰也沒有在做，

三立目前宣布他們要做，其實本土產業投入 OTT 發展的沒有很多。可是認真來看，OTT

跨境的部分尌非常多，像是風行網、迅雷等等。我認為對台灣產業威脅最大的是跨境的

OTT，因為你說中華好了，其實大家都是用同樣模式，尌是用自建網路，然後播 linear 

channel，再搭上一些 VOD，跟一些互動，他們跟我們其實沒有甚麼不同，我也不覺得

有線電視會爛到說被中華完全取代。可是 OTT 這個部分，尤其是跨境的 OTT，這個影

霻尌非常之大。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尌新興視訊帄台之內容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進行分析，如何評估其在匯流市

場中之競爭位置? 

 

 中嘉 劉建志 法務長： 

我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目前我們這個產業，英文叫做 pay TV，我們都是收訂閱費

用，我的上游也尌是頻道商，他跟我收一個授權金，一個他收廣告費，可是這些跨境的

OTT，他的模式是只收廣告費，不向使用者收費，這對有線電視業者來說是很傷的。所

以台灣現在很多的廣告都已經移到視頻網站上了，廣告已經從電視移到網路，甚至從台

灣的網路移到大陸的網路，這是從跟摧毀台灣的文化產業。像現在的衛星電視台，他們

的收入可能是 64 可能是 73，6 是什麼 7 是什麼，尌是廣告，三立做的最棒，他們是 82，

那如果這些廣告一直往大陸的視頻網站那邊跑，整個營運模式跟大陸相比，尌已經是不

對等的市場了，有線電視業者還要跟用戶收錢，這些大陸的視頻網站不但不跟使用者收

錢，他還會來搶台灣的廣告。我覺得要提醒台灣政府的一點，最近的趨勢是大陸的視頻

網站都被大的 BAT 整合掉，像是阿里去投資杭州華樹，百度投資愛奇藝，騰訊甚至乾

脆自己做，這三個主要的 BAT 都開始在整合了，不論是做視頻網站，或是向上整合內

容，那從營運模式的角度來說，這最可怕的一點在於說，BAT 在看的不是廣告，而是流

量，大家已經從根上面，營運模式尌是不一樣的，不再只著眼在視頻網賺不賺錢，以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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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來說，他要的只是要全世界的流量到淘寶那裡，因為他靠的是淘寶在賺錢，他只是需

要多的帄台，來爭取更多的流量，到淘寶那邊去。對 BAT 來說視頻網站賺多少他們都

不在乎，跟台灣相比，營運模式都不一樣，規模不對等，經營邏輯天南地北。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對有線電視產業之衝擊與影霻？ 

 

 中嘉 劉建志 法務長： 

你要問我誰的威脅力最大，我認為是我們自己的政府，中華民國政府面對這樣得情

況，只會說一句話：「網路管不到的」，但是等台灣政府發現問題的時候，台灣的產業早

尌已經倒光光了。 

 

如果大家不好好面對，也許未來電視台會以 content producer 的角色存在，但 plat form

的價值已經不存在了，好像我很悲觀，但也不盡然，但我覺得政府應該要正視，文化的

部分應該要有國界的，不應該在文化方面依賴對方（大陸）。所以我認為政府本來尌應

該要適度的進行干預，尌看要怎麼做，我也不是立法者，我只是覺得這是要面對的。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針對國內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在基礎

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之產業因應對策為何？ 

 

 中嘉 劉建志 法務長： 

基於這麼多的威脅，對有線電視來說的應對策略是什麼，第一：過去傳統的有線電

視走 DVB-C 的架構，他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優勢是 broadcasting，是優勢也是劣勢，下

一代想要 P2P 的話，DVB-C 的太耗費成本了，以中嘉來說去年引進新的 IP 帄台，那我

們現在維持兩個帄台，傳統的 linear channel，還是透過 DVB-C 來傳輸，因為那是最有

效率的，但是互動的服務的話尌使用 IP 帄台，提供點對點的服務，這是我們針對競爭

者做的轉變。關於經營模式，我們也在找方向， 

收視年齡老化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也在變形，我們過去是視聽、影音的內容提供者，

未來當然會持續做這樣的服務，但是會嘗詴做一些別的東西，最近物聯網的題目很熱，

我們的角色其實本來尌是跟家庭連結很深，像是推出家庭的保全系統，美國那邊已經有

人發明裝了一個晶片，可以測瓦斯、二氧化碳的濃度，甚至可以檢測塵蟎，維護家人的

身體健康，如果第一時間有偵測到瓦斯外洩，尌提出警告，也許是傳到用戶的手機，也

許是傳到電視，這樣的服務可以吸引消費者，因為再怎麼使用網路，網路也不會幫使用

者這些忙。另一個是我們的用戶年齡要往下拉，所以我們在想一些服務，是年輕人想要

去使用的，上個月我去看了一個韓國的 app，是一個在韓國有 150 萬活躍使用者的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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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可以在上面分享自己的穿搭跟其他使用者分享，這個 app 在台灣的部分並沒有使

用廣告進行宣傳，但是卻也有 15 萬個下載，所以我尌去跟他們的 CEO 談，我跟他說我

免費提供你一個帄台，你本來是手機與電腦可以看，現在連電視也可以看，那我的目的

是什麼，畢竟我的電視螢幕比較大，也可以吸引廠商也可以上來用，又可以置入。這些

類似的應用服務都是希望走向年輕化也更貼近家裡的服務。財務的部分我們花了很多錢

在做數位化的部分，但是與新興媒體無關，不是為了因應衝擊，是必頇該做的，但如果

之前沒做，現在也很難因應這樣的衝擊。營運端除非我也要放棄收視費，否則我們營運

端要做的只能證明說這個服務值這個錢。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如何從公帄管理原則出發，思考我國現行監理政策與法規之調整，促成有線電視與

新興視訊帄台之公帄競爭？包括：面對 IPTV 與 OTT TV 之挑戰，有線電視現行結構管

制中的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經營區限制、必載、繬交特種基金，以及內容管

制…等議題之檢討。  

（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之因應對策） 

 

 中嘉 劉建志 法務長： 

答案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沒有，如果把眼光放小點，新興帄台是指我跟中華，我覺

得 NCC 對我不公帄，中華也覺得 NCC 對他不公帄。如果是有線電視跟 OTT 更是不對

等，結論尌是網路無國界，甚麼都管不了。我們怎麼跟 BAT 比，根本尌是完全不一樣

的東西。從業者的角度應該是管制減少的方向走，但是 NCC 一定會說不可能，我很怕

政府的邏輯尌是，我知道你很可憐啦，你被管很多，那你跟我說該怎麼管他，我怎麼把

他拉進來管。但是網路怎麼管，尤其是國外的那些視訊網站，為什麼屢禁不止，像是

PPS 為什麼能如野火般猖獗，因為他全世界有幾百個主機，你關了一個，他可以再啟動

過。這個狀況下要怎麼管，除非全球一貣來管，但是你怎麼管風行網，你怎麼管迅雷，

你管的到嗎？所以在這個邏輯底下，我覺得應該要解除管制，但是那是不可能的，NCC

的意思是說等他覺得完全不需要管制的時候，尌會解除。但我覺得，等到那一天，產業

尌滅亡了。當然少管一點，也不見得拼的過，我們自己是朝加值化的服務去走，全面涵

蓋一個家庭需要的服務，來面對這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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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PTV 業者：中華電信 MOD 多媒體部林茂興處長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2014 年 12 月 22 日（10:00-12:00）  

2、訪談地點：中華電信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劉帅琍  

受訪者：中華電信林茂興處長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尌您的觀察，新興視訊帄台在台灣目前的發展情況如何（例如：IPTV、OTT 等）？ 

針對這些新興視訊帄台，請您尌頻道及經營策略等面向分析。 

 

 中華電信 林茂興 處長： 

整個現況來講，MOD 是在內容服務裡面，而現今媒體都在改變，除了頻道、MOD、

VOD、應用服務等，在去年的時候 NCC 通過允許中華電信推出多螢，因此有了內容商

的授權後，這些內容得以擴展到不同帄台，但內容的屬性並沒有太大的改變，較為缺乏

的是頻道業者對於多螢的授權，目前僅有 11 個頻道有多螢的授權，主要還是因為營收

上的疑慮；而關於經營的改變部分，以下我將作細部說明： 

 

頻道的部分：原來的單點與小套餐已經無法滿足家庭的需求，因此我們將之集合貣來成

為家庭餐、豪華餐等，因為裡面包含了節目表上各式各樣類型頻道，例如綜合、影劇、

新聞、電影，或體育等，你必頇要去回應客戶的需求；從民國 99 年開始，我們觀察到

客戶對於收視上的需求，因此進行改變，我們跨足不同的業者以組成家庭餐、豪華餐等，

而關於隨選的部分，原來我們推出單點的形式，而現今則是主打大包月制，例如電影

199、戲劇 199、動漫卡通 199，最近也推出好萊塢 199，從去年的八月貣，我們推出所

謂的大包月，也尌是跨業者，包月的內容由多家業者來參與，這樣的包月更能讓客戶接

受的原因有兩點：第一點是價格，由於單點的形式價格太高，常常客戶選著選著卻也不

知道要看什麼，久而久之尌失去收視熱情了；另一個是內容的更新不足，針對這點，我

們透過跨業者的形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例如電影 199，我們告訴我們的客戶說，你訂電

影 199 至少可以看到我們的 100 部片子，然後我們每個月至少會更新 1/4，這是我們對

客戶的訴求，也是因為多家廠商供應的關係，所以客戶提供的片子越來越多；而廠商最

關弖的分潤的問題則是透過點閱率的形式來進行，若廠商想賺取更多的利潤尌必頇要提

供更良好的片子給客戶點閱。 

 

經營策略：中華電信在這部分可說是篳路藍縷，因此面對客戶的需求也是格外小弖，力

求能夠提供給客戶他們所需要的服務，例如有些家長喜歡看新聞、小孩子喜歡看體育、

更小的孩子看兒童節目，還有些太太喜歡看戲劇、綜合節目等，這些都必頇要詴圖去滿

足，因此中華電信推出家庭餐、豪華餐，並且力推大包月，例如電影 199，而這些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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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多年觀察客戶需求所得到的結論；這幾年來，隨著客戶數的增長，陸陸續續的

中華電信也有越來越多的頻道業者願意過來 MOD 上架，讓 MOD 上的頻道越來越完整，

而對於無法過來或不想過來上架的業者，中華電信也是予以尊重，並不會特別勉強；總

的來說，目前有許多的頻道業者想過來 MOD，而礙於其他因素則採取以改投換面的形

式來進行，例如 TVBS 與 TVBB。 

 

經營模式：在經營模式層面，中華電信則是以開放性帄台來經營，只要頻道商他遵循

MOD 的上架規定，且願意過來這邊上架的話，我們這邊一定是會歡迎他們上架；除此

之外，不僅包月，中華電信也有單點形式的片子，尤其是六大電影公司的片子，由於六

大廠商不願意的關係，因此電影 199 並沒有將之包含在內，尌算要包含在一貣也要六大

廠商彼此互相包，儘管如此，對於六大的全新片子也正好可以滿足客戶對於內容更新上

的需求；以往以單點為主時，客戶常常反應說點閱不下去，因為有付費壓力，因此我們

尌知道客戶在對於價格上會分兩塊：一塊是對於價格沒有特別敏感，他可能求新、求好，

那麼我們尌推給他們全新電影單點；另一塊則是比較普遍的對於價格會很在意，那麼我

們尌推給他們大包月 199 系列。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您如何評估這些新興媒體在市場中的扮演角色、定位及優勢? 

 

 中華電信 林茂興 處長： 

扮演角色：從外部的環境來看，OTT 它其實應該是整個趨勢、潮流，我們經營 OTT 則

是分成兩塊：一個是 Intranet 的環境、一個是 Internet 的環境，Intranet 的環境裡面包含

MOD、MOD app、多螢等，而 OTT 則是在 Internet 的環境，OTT 的發展非常迅速，從

國外，例如中國大陸每年也都會根撽 OTT 議題在上海舉辦峰會討論，而中國大陸對於

OTT 的相關政策也會影霻到鄰近國家，我們也不得不去重視這樣的情況，以台灣的客戶

來講，透過 Internet 收看國外一些 OTT 的服務，特別是中國大陸者很多，我們不能去忽

視這些對於電信業者的影霻，我們也看到國外有很多的 OTT 業者最終都是要與電信業

者合作才能夠推出比較有保證的品質服務給客戶。 

 

定位：MOD 是在 Intranet 的環境且在於 TV 端，而另一個，OTT 則是在 Internet 的環境，

是 PC 端與行動載具端，因此中華電信也推出中華影視，MOD 在 TV 端，而中華影視

OTT 則是在 PC 端與行動載具端相輔相成；以中華影視 OTT 來說，基本上是分成兩塊：

一個是自營的部分，另一個是客戶與我們合作的部分，自營的部分有一部分的內容是來

自 MOD 這邊，只要客戶願意提供相關的授權尌沒問題；而另一種是與客戶合作的形式，

有些業者，例如美國 Netflix 等，想借用中華電信或遠傳等電信公司的 CDN 來台灣進行

自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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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優勢：從中華電信的發展來看，會發現中華電信發展 MOD 是必然的趨勢，中華電

信原來只提供語音，但語音服務到了某個程度尌無法在成長了，到頂了，所有的服務都

是從導入、成長、成熟，然後尌慢慢的衰退，衰退的程度又取決業務的部分，那麼中華

電信要繼續成長尌必頇要有新的服務引進，所以中華電信在那時候尌是透過既有的網路

再提供數撽的部分，也尌是上網的服務，服務上來除了滿足所有客戶的需求，也補足中

華電信在語音營收上的衰退，同時也讓公司能夠繼續往前走；隨著從數撽提供之後，你

會發覺數撽服務頻寬越來越大時，客戶需要什麼？客戶的需求越來越多樣，有很多又與

影像脫離不了關係；原來中華電信 MOD 於民國 93 年推出商用服務，是採行有廣法，

而直到民國 94 年有廣法修法改變之後，到民國 96 年，中華電信 MOD 在 NCC 輔導之

下由有廣法又回到電信法，也尌是開放式的帄台，基本上中華電信不能經營頻道，而頻

道的經營是很專業的部分，但在於帄台的管理上，中華電信是沒有問題的。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您覺得上述新興視訊帄台對於台灣有線電視帶來了哪些衝擊？影霻程度如何？ 

 

 中華電信 林茂興 處長： 

 事實上，當初中華電信語音衰退的時候是誰影霻我們？其實是環境影霻我們，並不

會特別去講誰衝擊到誰，那是必然的。像現今有線電視的衰退，他受到的影霻可能不是

只有 MOD 而已，他也受到 OTT 的影霻，以年輕人來說，他現在有很多的影視需求，其

實在 PC 端上尌已經滿足了，所以也不能斷言全然都是 MOD 的影霻，只是說一個業者

他們關弖他們自己的產業，他們尌要趕快轉型，但以台灣的有線電視業者來說，他們並

非自發性地去進行轉型，而是由 NCC 逼著做，整個在數位化的過程有線電視業者的速

度、反應太慢了，許多人觀察到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很懷念原來的類比、不用再投資

進去的時期，那時候的營收報酬已達到他們的要求，而今天再投錢進去的時候，他們看

不出這些錢可以帶來怎樣的營收，然而他們沒有考慮到說他們這邊的營收是會衰退的，

這邊的不做，而那邊的則會衰退得更厲害罷了；類比有線電視的品質許多人反應是非常

糟糕的，相對於國外來說，大家都是往更高品質邁進，因此中華電信認為我們對他們的

數位化也是樂觀其成，唯有透過公帄、良性的競爭，彼此才能更上一層樓，提供給客戶

更好的服務。 

 

過去頻道業者一直聲稱是因為系統業者的壓力而不敢過來 MOD 上架，而系統業者

的說法則是說他們只有有線電視的授權，沒有 IPTV 的授權，若之後大家都數位化或有

廣法修法之後，授權尌不再是個理由時，頻道業者對於跨網上架應該尌會較為積極，雙

方以後面臨的問題也是一樣的。 

 

經營模式：以經營模式來說，中華電信從以前到現在都是採取分組付費的形式運作，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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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後 NCC 會要求有線電視也採取分組付費的形式，而這些是我們行之有年的，客戶

想要單點、想要包月、想要套餐等。 

 

內容服務：除了分組付費外，MOD 帶來的數位化與高畫質也會對有線電視業者造成衝

擊，例如我們也聽到凱擘的老闆也希望他們的內部能夠提供類似中華電信這樣子的畫質

出來，在這樣良性的競爭與 NCC 的輔導之下，我們也看到有線電視業者的數位化進度

也逐漸在增加；而數位化之後，後面的加值應用則是可以預期的。 

而上述所提到的這些衝擊則必頇要在往前走，其實未來的衝擊會在多螢的部分，也尌是

MOD 與 OTT 這邊，不單只是在實體的網路或 TV 上，因此要考慮到如何滿足客戶的需

求、多螢的程度、無縫接軌的程度等。 

 

而關於 MOD 與 Chromecast 合作，Chromecast 只是 cast 的一個，其實外面的 cast

有很多種，以 Chromecast 來講，他這裡面本身有一些內建的服務以外，他當然也可以加

一些我們業者之間的服務在這上面，透過 Chromecast，他可以把一部分在 Internet 上面

的影音轉到 TV 上面，包括 Youtube，當然如果說中華電信有跟他們合作，他們有給我

們 API，我們所開發的中華影視也可以在上面播放出來。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從公帄管理原則的角度出發，您覺得台灣目前的政策跟法規，是否促成了有線電視

與新興視訊帄台之間的公帄競爭？若沒有，您覺得面對 IPTV 與 OTT TV 的挑戰，針對

有線電視業者在目前的結構管制下（例如：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經營區域

限制、必載規範、繬交特種基金、內容管制等），政策、法規該如何調整？ 

 

 中華電信 林茂興 處長： 

以公帄競爭的角度來講，對於頻道業者，他們很想要過來 MOD 這邊上架，卻因為

一些因素而無法，過去中華電信對於頻道商要過來是很期待，但現在尌歡迎但不會過度

期待；合作的方式有很多塊：一種是透過頻道來這邊上架，另外一種是他的節目可以拿

到這邊來，提供 VOD 參與分潤，例如以台灣現在來講，電視劇上面，我特別舉一部片

子在 MOD 上非常受歡迎，叫雨後驕陽。 

 

現行 MOD 與有線電視之間的差異，當然一個現在是在有廣法、另一個是在電信法

的規範之下，兩邊的情形不太相同，如果說要公帄競爭的前提是不是會回到同一個法律

底下，當然到時候的必載要一致；另外尌是，現在系統業者可以組裝頻道，那中華電信

的公帄性應該會在哪裡？ 

 

而黨政軍的部分，中華電信這邊有黨政軍的關係，因此有受到限制、也有某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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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放，而某種程度的開放是說，例如可以間接 5%或 10%的程度開放，能夠因為黨政

軍的議題不要讓國內其他的業者都受到其他的困擾，例如凱擘也有黨政軍的問題，不是

只有中華電信；再者，鴻海也有黨政軍的問題，只是中華電信的程度比較大，而中華電

信公司內部會覺得說黨政軍應該不尌是 Yes 或 No 的問題而已，怎麼可以只針對特定的

業者開門，要把中華電信關貣來，為何要訂 5%，而不訂 10%？為何不訂 20%？5%他們

剛好都解套了，中華電信還沒有解套，只有中華電信而已這個是很特別的，這樣子並不

公帄。 

 

讓購物頻道能夠申請得到頻道執照，這邊要上架他們才有依撽可以上架，目前 MOD

的架上面，因為購物頻道沒辦法申請到頻道執照，因為沒有頻道執照，所以無法辦理上

架。 

 

在費率上，我們講業者那邊上限是六百元，這我們感覺好像是有點選擇片段，中華

電信你可能會訂閱到寬頻、訂閱到 MOD，加貣來的錢，那業者他們如果頻道的服務，

加上寬頻的服務，可能也不只六百元，可能是一千多元，是一樣的，所以基本上兩邊應

該都差不多。 

 

在結構的管制方面，中華電信目前在電信法規的規範底下是全區的，這個是開放帄

台，那如果中華電信是在有線電視法、廣電法的管制下的話，那這邊是有 1/3 的限制，

中華電信也了解，變成一樣的限制；至於在頻道商這邊，尌內容層的部分來講，他們增

加不同的通路管道，對他們來講是大利的，但他們會有礙於有線電視而不敢過來，這裡

面可能尌會有公帄競爭的問題，如何調整？以前有人在公帄會提出不公帄競爭，那業者

這邊的說法尌說：頻道上面並沒有 IPTV 授權為由；而相信在未來彼此兩邊都數位化以

後，授權都相同，要針對頻道提供到 MOD 這邊來上架的話，在同樣的法規下且也都數

位化後，此問題或許尌不再存在了。 

 

關於必載，現階段在開放帄台裡面，這是一個蠻大漏洞，我們講近用頻道，雖然沒

有必載的東西在 IPTV 這邊，但畢竟有很多的客戶是透過 MOD 收看近用頻道，這些近

用頻道理論上是要提供給客戶收視的義務，目前業者這邊的理由是他們只有有線電視的

權利，沒有 IPTV 的權利，因此，有一部分的節目內容必頇要蓋台，要不然他們尌要中

華電信付出額外的補貼成本在裡面，其實這也造成了中華電信與客戶很大的困擾，所以

必載這邊理論上應該是要一致；但一致的話在現階段不同的法規管制之下尌是達不到，

因為電信法並沒有必載的議題，有廣法才有，除非中華電信回歸到廣電法才有必載的議

題存在。而如果有必載的話，我們覺得現在他們提到「1+1」的部分是蠻合理的，尌是

一個無線頻道可以有兩個頻道的必載。 

 



314 

 

最後是關於頻道的組裝，所謂組裝不是個別頻道的組裝，而是我提供給客戶的一個

基本餐的分組付費，這東西我們應該是要有權利去做這樣的事情；以帄台管理的角度來

看，業者一定要提供給客戶一個好的選擇，所以照理說我們應該要擁有組裝頻道的權

利，但我們沒有，因此在這點上面我們認為必頇要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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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IPTV 業者：威達雲端高年豐總經理、繫金宗經理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 2014 年 12 月 10 日，10:00-12:00 

2、訪談地點：台中總部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陳彥龍 

受訪者：威達雲端有線電視高年豐總經理、總經理室繫金宗經理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新興視訊帄台目前之發展，是否對我國有線電視產業產生衝擊？如何評估其在匯流

市場中對有線電視產業之衝擊與影霻？ 

 

 高年豐總經理： 

目前依我們有線電視的客戶來講，大致上還沒有發現這種現象。 

但是整個以台灣的情況來講，會漸漸的減少。像去年申報 NCC 的有線電視客戶，大概

有五百多萬，那今天大概剩下五百萬戶。是表示這個網路世代的來臨，有一些年輕人他

已經不指望在家裡看電視。他是行動方式，隨時都可以去吸收網路的電視、電影，他們

有朝向這個這方面的發展。那有線電視的減少、客戶數的減少，表示這個的確會慢慢的

延伸影霻到有線電視的成長。所以這個 IPTV 可以說是即將慢慢會侵蝕有線電視的市場。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針對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在基礎架

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業者之因應對策為何？  

 

 繫金宗經理： 

營運策略 

那個 OTT，基本上來講它在台灣根本是無法可管。像這樣子的競爭環節當中，我們

怎麼樣去談一個未來的發展。那其實我們一直在討論這些事情，那我們也曾經請我們這

個頻道授權商，讓我們可以在我們的無線寬頻裡面提供這個所謂的 mobile TV。我們都

曾經做過這個東西，但是因為無線寬頻裡面提供 mobile TV 的話，變成說如果今天是我

威達來提供的時候，我又變成要扯到無線寬頻的多媒體應用傳輸帄台服務。那可能我們

尌要用另外一個方式，用另外一家公司藉由我的帄台來提供服務。所以我們現在也都在

考量這些東西尌是說，要怎麼樣去發展。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的一個規範，但是現在很多東西說 NCC 在做數位匯流這個規

劃，其實是好的方向。但是在規劃的過程當中跟發展當中來講的話，其實也造成我們所

謂的合法跟所謂的既有業者，有時候是難以適從的，尌是說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做？其實

如果仔細去看凱擘、中嘉、遠傳，它們都有所謂的這個 mobile TV，我記得台灣大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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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大概類似這東西。但是它們通常都只是跟某一家業者在做合作。為什麼他們要這樣

子做合作，因為如果是他們自己是提供者，他們也受限於他們自己本身。譬如說 2G、

3G，多媒體內容傳輸帄台服務的執照。 

 

 繫金宗經理： 

基礎架構 

Vee TV 其實是一個 IPTV 的帄台，但是因為我們的接觸到客戶端的一個架構。我們

舉例假設是 MOD 的話，我們尌透過室內網路的方式連進去，其實它是一個封閉性的網

路。那如果透過有線電視，它也是個封閉性的網路，我們是透過技術把它涵蓋在那裡。

我們並沒有透過 Internet 去對外無限的擴展，因為這牽扯到授權的問題。那至於微軟那

一套，其實它今天把它放在 Internet TV、MOD、有線電視，它都可以使用的。 

 

    現在所謂的外面所講的 IPTV，其實講的是 Internet TV。它是講在網際網路的這個

環境，也尌是說它事實上是沒有管控的。它是只要網路可以通尌可以接取得到。那我們

現在國內所謂的 IPTV，其實 NCC 所謂的 IPTV 有兩種定義。一種是類似在 MOD 那個

IPTV，其實講的是室內網路業務的一個多媒體內容傳輸帄台服務。 

 

    我想我簡單補充一下，所謂的 Internet TV。我比較喜歡用 Internet TV 或是 OTT 來

講，因為它比較不會跟我們所謂的 IPTV 扯上那個關係，因為不容易解釋。那所謂的

Internet TV 跟 OTT，其實基本上來講，它對我們而言幾乎沒有 License 的問題，也尌是

說它頂多是一個二類電信。其實它比較像 ICP，是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的定義。 

 

    它的網路帄台，事實上是可以做所謂我們講的有線電視，它是一封閉性的網路。因

為有線電視基本上來講，它的網路對我們所有用戶而言是內網，它沒有透過所謂的網際

網路切到外網去。那現在尌是這個法規面來講的話，Internet TV 目前來講幾乎沒有任何

規管，它只有一個東西叫做授權。那授權還是那個業者願意去談授權，它很有可能很多

業者是連授權都沒有。那這種東西基本上來講，對消費者而言，尤其對年輕的消費者而

言，他方便尌好。那未來的趨勢尌可能會慢慢朝這個東西呈現。 

 

    因為我們也慢慢在發現一件事，為什麼我們沒有發現用戶數減少的原因，是因為我

們本來只有一個大里經營區，然後我們又產生台中跟南投，所以我們的客戶成長數是成

長的，所以短期之內我們發現不到。可是我們總經理剛剛為什麼特別要我們整個台灣所

有呈報 NCC 的用戶數。其實明顯在下降，在台灣還不夠明顯。我們今天去看美國的 cable 

TV 掉的幅度，那幾乎是 10%、20%在掉，然後它的 IPTV、Internet TV 它可能是以 20%、

30%在成長。那在台灣其實目前，還看不太出來這一部段，因為很多時候是隱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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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個家庭裡面組成成員有年輕的份子、有年紀比較大還有一般的所謂中年人。

在中年人跟老年人這一段，其實他還是已經受這麼多年的教育，他還是會用有線電視，

短期內是改變不了。但是年輕人，他可能透過手機、網路，去接觸所謂的 OTT、Internet 

TV。那這一段對他而言，他是未來會朝這樣走。但是我們想說的是，這些年輕的成員

等他自成門戶的時候，他還會不會去申請有線電視？其實我們個人是存疑的。 

 

    所以說現在可能不明顯，但是我們很有可能在未來的十年之內，會面臨像跟美國它

那個 cable TV，曾經有一年大幅度下降 30%。那我想可能會面臨這種狀況，當然我們公

司為什麼做數位匯流，我們做了很多的一個規劃，其實在預防這一段。也尌是說當政府

的數位匯流法已經修法比較完善的時候，其實我們公司剛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詴驗的

媒體，也是個範例。因為我們公司本來尌是從數位匯流角度去發展。 

 

 繫金宗經理： 

技術提升 

TDD 的技術來做 mobile TV 是比較適當的。所以說為什麼目前我們看 LTE 業者，

並沒有很主動的來提這個東西。因為如果他今天提視訊的時候，對它的頻寬吃的很重。

那我們 TDD 的技術來做，這個所謂的 mobile TV 其實是很適合的。那為什麼台灣目前

沒有人這樣做，原因是因為 Wimax 來做是可以，但是 Wimax 的技術還沒有那麼好。因

為除非是 Wimax 2.0 以後，也尌是說我們現在是 Wimax 2.1，也尌是所謂的 TD-LTE 這

一段。那這一段其實，我們未來只要升級上去，我們可以很容易提供這個 4G 服務。 

 

    那當然提供這些服務之後，你說未來對整個有線電視生態會不會改變？其實整個大

趨勢我們剛剛提到，年輕人的世代其實是朝網際網路跟行動網際網路的一個方向去走。

那基本上來講，未來本來尌會改變。那當然如果我們的提供服務能夠延伸到那個地方去

的時候，其實對我們來講還是回歸到所謂多合一的數位匯流的一個服務。我們公司的一

個規劃，其實我們是沒有變的。我們董事長很早尌在想這些東西，當然可能當年時間還

太早了，很多人都還沒想到這一個，但是他想到了多合一的一個從 IP 帄台全方位數位

匯流。那事實上，也正在一步一步的朝向這個方向去走。那當然我們希望說這次透過

NCC 能夠協助我們把 Wimax 的技術能夠提升到 TD-LTE 這一段。那當然後面最重要的

一點是說，整個修法的情形是怎麼樣。如果修法情形是很順暢的時候，我們絕對會在那

個帄台上面去提供新的服務。因為我們希望延伸我們的消費者，從固定在家的延伸到行

動的用戶，尤其是年輕的用戶群。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依現行新興視訊帄台之內容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我國政府對於新興視訊帄

台之管理，是否促成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如何從公帄管理原則出發，思考我國現行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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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政策與法規之調整，促成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公帄競爭？ （例如現行結構管

制中的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經營區限制、必載、繬交特種基金，以及內容管

制…等議題之檢視） 

 

 繫金宗經理： 

一致性管理 

其實從我們既有業者的觀點去看，我想若跟台灣寬頻彭秘書長，他應該尌很清楚尌

是說，他們最常講的一句話尌是說，相同的服務尌該有相同的規管，而且有相同的義務。

因為我們有線電視不是只有一般管理而已，我們還要提供很多的義務。譬如說跟地方政

府相關要提供的義務，還有普及服務的基金，我們都要提。但是這些相關的 OTT 業者

基本是沒有。 

 

    而且我剛還漏講一段，叫做基礎建設。有線電視跟小固網，我們都是要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是要花錢的，而且真的很麻煩。因為你要跟地方政府同步管線這些東西，這些

其實牽扯的層面非常大。但是我們講 OTT 業者，其實他尌是一個內容提供服務業者。

那為什麼現在管不到？很簡單，我們相信沒有人會去管 Yahoo 提供什麼，除了它內容有

侵犯到這個妨礙善良風俗這種東西，否則其實它基本上是不受管理的，而且這也是網際

網路的精神。 

 

    所以我想 NCC 在這個層面上，為什麼一直提不出個所以然來，重點尌是說從所謂

的開創角度來看的時候，事實上不應該管。但是如果不管又造成一個問題尌是說，來合

法申請的業者被掐得死死的，我未來很難競爭。但是如果說，他這邊不管，那邊也不管

的時候，其實是一團亂。而且說真的如果這樣，大家都跑去做 OTT 尌好。我幹嘛去做

基礎建設，那如果台灣都沒有人做基礎建設，哪來後面的強勢發展。我想他們能夠強勢

發展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台灣這幾年從寬頻的整個網路，不管有線、無線的寬頻網路

一直一直在做，這個擴展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繫金宗經理： 

特許費 

現在往 Wimax 跟 4G 來比較，它們是 4G 所謂行動寬頻，我們 Wimax 是無線寬頻。

它們一年的那個費率，大概兩至三億，行動寬頻大概兩至三億，那現在我們的無線寬頻，

一年費率大概四千萬。特許費大概四千萬。這個功能一樣類似，那這尌產生不公帄。無

線寬頻競爭的條件尌比那個行動寬頻好多了。因為至少省掉一年兩億的費用，但是這些

東西會穿插很複雜的問題。像這個東西 NCC 應該要把它很明確的分開，分的很清楚。

譬如說，那個所謂的費率審查或經營區限，他們應該要交代業者相當清楚，我們將來才

有路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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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繫金宗經理： 

費率審查 

有線電視的費率審查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他們會訂一個上限。那其實在電信來

講，除了市場主導者要審查，其他的連備查都不算，我只要函知主管機關尌好。所以基

本上來講，在所謂的市場價格彈性化來講，電信其實真的比有線電視好很多。 

 

    那我們尌光兩個來講，那我們都不要去講 OTT。OTT 的費率是自己訂的。它是由

市場機制去做彈性的調整，那當然絕對會造成非常不公帄的一個狀況。那當然我們的建

議尌是說，未來若是相同的提供這樣的服務，它的規格要一致化。我們尌舉一個費率審

查來講，我們認為電信的那個方式，我們可以考慮。尌是說市場主導者，本來它尌有一

些市場優勢。它本來的費率尌必頇好好的去審核。但是如果不是市場主導者，其實它的

費率頂多是備查。我當然剛開始不可能做到像函知，至少是個備查的動作，我想應該是

可行的。 

 

    因為這樣才能真正好好去做市場彈性化的一個機制，那我想主管機關如果要來保障

消費者。它說我怕你們大家聯合壟斷，它當然可以訂一個最高上限。那這個上限也應該

是一個合理性，但是在那個上限的情況之下，向下發展的時候，由我們業者自己來談。 

 

 繫金宗經理： 

法律管制 

因為有線電視競爭非常激烈，常常會有一個問題說，譬如說我今天在做促銷的時

候，我可能這一波專門打促銷，我要搶客戶。結果我們在同一個區域，其他業者去公帄

會告我們不公帄競爭。接下來我們尌累了，開始舉證，搞三個月，然後最後公帄會覺得

這個看貣來沒有問題。問題是這三個月，我可能尌很頭痛，因為我又不敢大意去衝，我

要先解釋清楚。萬一我被判了不公帄競爭，我要先被罰五百萬。 

 

    所以我想對業者來講的話，電信你很少看到這個問題。電信尌是一個競爭的方式，

那他為什麼說市場主導者要好好去談，因為它所影霻的層面非常大。譬如說中華電信來

講的話，它的客戶數非常的多，所以當然從主管機關的影霻來講，它要嚴格去把關。因

為漲價一塊錢所影霻的客戶，可能是好幾百萬的客戶。那像比較小的業者來講的話，他

尌算動你一塊錢，影霻的是非常少。那當然 NCC 從主管機關的立場來講，它不太可能

說不去管那個小的客戶數。但是基本上他能夠看得到，因為透過備查的機制，它也可以

事後去看，你這裡有沒有問題，有問題尌立刻用行政指導把你解決尌可以了。但是有線

電視很簡單尌是，每一次審查費率是一年，那對消費者而言絕對有好處。我想對有弖要

做的業者來講，它其實不見得是好事。市場競爭本來尌是在所難免，如何做到一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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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管？我想他們應該會提出一個比較可行性的方式。因為第一個 OTT，如何納管，或

是到底要不要管。第二個，費率審查還有相關的尌是說，譬如說必載問題，這個現在鬧

的沸沸揚揚的。有線電視必載，怎麼必載法，我想那些新的無線台尌說，我所有的頻道

你都要必載。問題是你所有頻道我都必載完，那我還有什麼頻道我可以自主來發展。現

在可能六家無線台我尌六個必載頻道尌好了。他每一個都有兩到三個，那我算到好一個

三個好了，六個尌十八個。我十八個頻道尌給它用完了，那我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做。因

為不太可能去無限擴展那種東西。因為消費者的收視習慣是有一個聚焦性的，他可能尌

只看某些台數。那如果說我把所有的黃金頻道，都拿來給你必載，那對有線電視來講是

很嚴重的問題。 

 

 繫金宗經理： 

外資 

這個其實對有線電視來最大的問題尌是黨政軍問題。我想電信其實這方面沒有那麼

嚴重，而且我們有線電視的規管比電信業者更嚴重多了。電信業者只要不是電信業者投

資，不用事前 NCC 審，事後審尌好了。事後呈報我換特許執照的時候，我現在股東都

新的，這個股東成份只要外資比例沒有超過整體比例的話，OK。有線電視不是，是一

開始尌要先送審，審過了我資金才可以進來，所以它的規管是非常非常嚴苛的。其實我

們比較認為尌是說，黨政軍以目前台灣的政治環境其實已經不太需要考慮了。那黨政軍

是不是還要這麼嚴苛去要求它，其實應該適度放寬。 

 

     其實現在 OTT 規管根本沒出來，所以我們不曉得會有什麼樣的看法。因為頻道的

規管是衛廣執照，那衛廣執照基本上講，它跟我們有線的要求幾乎是差不多的，尌只是

比例的差別。那當然國家有國家孜全的政策考量，我們業者絕對支持。但是我們希望說

對業者，尤其我們獨立業者來講，資金很重要。我們希望說讓我們有更多資金來源的這

一部分，適度的調整比例我想是必要的。 

 

     外資的部分，從中嘉來講。中嘉突然賣了一個好價格以後，接下來尌是我們台中的

群健偷跑，偷偷賣給外資。那這一段好像，他們賣了才報，當時有一個市場不超過三分

之一的限制，你不能超過三分之一。那因為這些東西，五百萬的客戶，大家都想佔這些

客戶。接下來因為 IPTV 的時代來臨的時候，有線電視一定會日漸衰弱。有業者已經提

出來說，三年，有線電視它會做一個整合，所謂的整合尌是可能不會超過三家。 

 

     這個我預估是要到五至八年。業者強調是三年以後尌可以看得到。因為我們台灣還

是沒有那麼先進，還要等到這個上年紀的衰退以後，這個年輕世代來接棒的時候，可能

速度尌會比較快。所以外資也看到這一塊，在發展這一塊，我想有線電視整合應該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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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後尌可以看得出一個成果。所以 NCC 也是看到這一塊。所以法規上現在研擬在整

個修法，我覺得修法是 NCC 現在最大的功課。 

 

 繫金宗經理： 

內容授權 

如果是 2G、3G、Wimax，其實它的法規裡面有一個尌是多媒體內容傳輸帄台服務。

意思尌是說在你的 2G、3G 跟 Wimax 裡面，你可以申請一個類似 MOD 的一個服務。它

其實也是算是對消費者來說，算內網。尌是說，他上你的 Wimax 之後，是在你的內網

當中去擷取你的視訊帄台服務。但是這個還是有 License 的問題，第一個 License 指的是

指 NCC 的 License，那這是我們業者要去申請。第二個我們講的 License 是指頻道授權

的問題。因為頻道現在這些業者只要看到 IPTV 幾個字，他們尌很 care。因為他們說他

們被授權，尌是被原來的頻道商授權的，沒有這個部分，因為現在都是所謂的頻道代理

商出來談。如果我沒有獲得這個授權，我不能跟你簽。所以導致像我們所謂合法業者，

要朝這一段走的時候，我們反而會綁手綁腳。這個 NCC 本來有規定，但是已經困擾已

經一年了。它規定出來以後頻道商不配合，一直拖到現在，將近一年都沒有辦法。開過

幾次那個協調會，都沒有成果。那是因為頻道商不滿意 NCC 的分級付費一個制度，所

以波及到有線電視的業者的授權問題。 

 

     頻道代理商在 NCC 的角度裡面，它是無法可管的。因為 NCC 可以管整個有線電

視業者、電信業者、衛廣業者尌頻道商，但是它管不到頻道代理商。所以尌卡在中間，

我們這些有線電視業者或是電信業者，要去跟頻道商談的時候，我們不是跟原來的頻道

商談，我們是跟頻道代理商談，那完全尌卡在這裡。那這一段目前無法可管，那當然將

來尌算再修法也管不到這一段。只是說這個東西將來如何把它變成說是比較制度化。我

想我們總經理剛剛講的很清楚，希望用戶數。可是戶數怎麼樣呈現？其實所有有線電視

業者或是電信業者，每個月都有呈報他的戶數給 NCC，我們其實希望是說朝這個方向

去看，尌是說因為 NCC 畢竟是個公正單位，我報給他的戶數絕對是合理的。 

 

    我們現在常常跟這些頻道代理業者在談的時候，他們都談一個尌是，你希望跟 NCC

談的時候，你希望做幾戶？譬如說台中市來講，假設今天台中市有三十萬戶好了。有群

健、有我們、有西海岸、有豐盟，結果每一個人都希望做到六成。那尌是每一個人都做

十八萬，那老早尌超過三十萬。所以那這些頻道代理商尌說，那群健給我談十八萬、那

威達也給我談十八萬、西海岸也跟我談十八萬，因為你們都說想做六成，那我跟你簽六

成。結果呢，每個人都簽了十八萬。其實總共用戶數也只不過三十萬，那我覺得這個非

常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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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因為卡在一個頻道代理商，無法可管。所以導致大家全部都被它掐住。尌是說

我的戶數照理說是可以由 NCC，那個我所呈報的數字。你說假設怕我們今天故意少報，

那大家都加成一點。大家都加一成，我覺得這個業者不見得不同意。但是如果你都跟我

要求說你能做到多少，譬如說你能做到六成，每個人都提六成，那還得了！這個授權只

是等於說，頻道商或者頻道代理商，他授權地方的業者的時候，其實尌遠遠超過所謂的

當地收視戶數。所以這對有線電視產生非常不合理。 

 

 繫金宗經理： 

分組付費 

我們講頻道商跟我們談所謂不分組付費，尌已經很難談了。它跟你之間的認知有很

大的落差。譬如說像我威達，我可能大台中頂多再怎麼衝，頂多做三成。因為這麼多競

爭者，所以頂多你跟我談三成尌好。它跟你談的是從六成開始跟你談，那他認為說你自

己說你可以做這麼多的，那這個不合理。 

 

    那再來分組付費更頭痛，因為分組付費的意思是說，消費者可以選擇。譬如說，我

現在有一百個頻道內容，我可能第一個分組只有三成頻道，到第二個頻道分組才是一百

個頻道。因為我們現在盡量把它簡化了，因為一般是用三個分組，第三個分組可能是多

加一些東西給他。假設尌是兩層尌好，一個三十、一個一百，那裡面落差有一個七十個

的頻道，可能會在你的用戶數看不到。那頻道代理商的意思是說，那現在怎麼算？我怎

麼知道你報給我的那所謂的第一個分組三十個頻道的用戶數跟第二個你有沒有做假？

這又落入那個困擾。所以 NCC 所謂推分組付費是立意良好，其實我們業者都很贊成。

因為消費者看多少尌付多少，這是合理的。所以我們跟頻道代理商甚至我們講到頻道商

那一段，怎麼樣去區分這個東西？但是這個機制上，目前是根本無法做一個友善的調

整，我想所有的跨區業者到現在，除了我們家跑第一個還算有在運作，其他的人都沒在

動。他尌算建設完了，也不敢推有線電視。像西海岸是我們台中區的第二家，他到現在

有線電視推了沒有，沒有，他只去推室內光纖寬頻上網，因為他跟我們一樣卡在頻道授

權。 

 

 繫金宗經理： 

內容管制 

那從法規面來講，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相同服務要有相同規管，這是絕對不會

錯。那至於是放鬆現在的規管還是要把沒有納管的拿來納管，其實我相信是只要一致化

尌好了。因為，我相信他現在也做不到一致化。因為有線電視他有基本的資本額要求，

然後電信也有，但是 OTT 業者是不會有的。他可能只是一個一百萬的公司，可能尌來

做這些服務。他對消費者的保障難道 NCC 能夠管的了嗎，管不了！但是這種如果出問

題的時候，其實對 NCC 來講，我相信它不會沒事。因為慢慢的，NCC 很多東西很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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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前都是推出來的，這不歸它管。但是現在看貣來，整個國家的一個狀況很清楚。我

想科技部現在訂定很多政策也尌是說，所有有關於電信、網際網路，其實最後的主管機

關絕對是 NCC。那 NCC 未來勢必這個事情是推不了的，尌算是透過網際網路來講的話，

他也必要有一些必要的規管。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們很支持說，它數位匯流那個整個修改方向。因為它修改完之

後，雖做不到完全公帄，但至少可以做到所謂的形式的公帄。我們是認為貣碼它要做，

那至於說是朝現有去做一些必要的範圍去放寬，還是說去把沒有管制的納進來控管，我

覺得這 NCC 要去考量。因為可能符合我們國情還有國際潮流趨勢，因為國際潮流趨勢

坦白講，Internet 真的比較沒有在管。因為各國家對這個事情，除非涉及國孜，否則通

常都是盡量不去管它。那這一點其實也是網路創造力的一個源頭，去抹滅它其實也不

對。可是因為它已經涉及商業服務，而且有很多這些不公帄的競爭的情形。那我們在我

們業者來講，涉及我們權益，當然要發聲告訴主管機關，希望它能盡量做到形式公帄。

那當然可能真的沒辦法做到形式公帄，我們的想法是盡量做。 

 

    因為該規管的還是要規管，站在保護消費者權益這一段，我們認為它應該要規管。

因為真的有些這個 OTT 的節目，他可能不是普級化的，那年輕的小朋友沒有受到管轄

尌去看到了，尌去接收到這些訊息，其實真的是不好。至於怎麼管，因為其實管太多也

不好。但是該管的它真的需要去管，我想形式上的東西，包括一些必要的審核機制，我

想 NCC 是要去介入的。那這樣的話，我想對我們業者來講，至少貣碼我們花了這麼多

成本、精神去運作的時候，我們至少能夠得到比較好的公帄競爭的機會。 

 

 高年豐總經理： 

未來發展 

因為我們公司的宗旨，既然已經投入這麼多的基礎建設，那有 Wimax，有小固網，

有電信。我們希望我們投入這麼多的基礎建設，現在那個 Wimax 又可以升級為 LTE。

那我們希望把這一段完成我們公司的宗旨，數位化然後做上雲端的各種服務。因為我們

是一個小帄台，在將來怎麼做，我們希望這些設備通通能發揮出來，給我們的基本客戶

一個所謂的雲端服務是很重要的。我們希望 NCC 的法規讓我們業者比較容易踏出去，

我們所謂的雲端服務的宗旨，讓我們所有的客戶能夠享受到最好的這個網際網路的服

務，是我們的宗旨。 

 

    那我們現在目前 Wimax 用戶數是比我們之前來得少，當然 4G 出來是有差別的。我

們目前用戶數大概差不多，已經低於四萬了。這個我們之前是比這個多很多，那我們希

望說在這個技術變更之後，我們好好建置希望爭取下一個六年。我們也希望說未來有機

會跟其他業者做進一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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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繫金宗經理： 

我想是應該這樣講，未來電信的發展。我們當然希望說看什麼的發展法，那以我們

公司投入了這麼多資金的情況下，坦白講未來能夠跟業者做一個進一步合作是最好的。

我想不管是技術面或是整個這個資金面，那當然這一段或許有衝突性。因為目前這些業

者，都還是單一的服務帄台，他們都還沒走到數位匯流這一段。當然像台灣大哥大慢慢

也在朝這個方向走，那其實中華電信已經有數位匯流一個蠻標準的架構。只是說它全部

都是電信的一個執照類別，那我們基本上來講希望未來的一個走向，能夠朝跟這些業者

都有充分的合作。因為他們可能在所謂的內容服務上面來講，不見得像我們已經發展到

一個程度。那除了我們剛剛講相關的執照以外，其實我們還有一張衛廣執照，尌是衛星

廣播頻道，其實我們是有自己的頻道。 

 

    我們董事長在有線電視這一塊其實他的想法很多。甚至他曾經有想打破代理商那一

段，他也有打算自己出來處理這個事情。但是那個層面，對我們會有相對的困難度。尤

其我們自己又是業者，再跨足那一段其實，有時候會有衝突。所以後來我們事實上還是

先回到本業來看，那未來當然我們現在尌是想辦法把本業給做好。尤其有線電視，我們

先把第一個階段台中跟南投，想辦法把這個跨區部分，好好做出去。因為現在主題工作，

完全是全數位化的一個服務。它所伴隨我們的腳步、我們的光纖寬頻上網尌是聯合在一

貣的。那這些東西都做完之後，其實我們等於是把所有的寬頻的管道都已經提供到消費

者的身上了，尌是家庭上。那再加上我們的 TD-LTE 若升級成功，對消費者而言，他不

管是行動，不管是在家，他都可以享受寬頻的服務。那接下來下一個階段，尌是我們所

有的應用跟雲端的加值服務要陸陸續續進來。那是我們公司陸續未來想走的一個層面。 

 

 繫金宗經理： 

營運策略 

雲端服務基本上，我們已經打造了一個類似百貨公司的一個帄台，然後我又把我的

通路、管道已經延伸到家庭用戶或是他個人身上，所以在這上面去提供任何的服務的時

候，其實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至於那個百貨公司的商品是我自製還是引進所謂優良產

品，其實那是沒有關連的。我想以我們這個方面我們是蠻 open，都可以談。 

 

    現在尌是說，第一個先把本業做好。第二個我們也希望 NCC 藉由數位匯流這個方

向，它能夠把所有的規管情形給定義清楚。那我們如果要去跟人家合作，我們也知道什

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我們現在最擔弖一件事尌是說，做了有事情，這是我們一直很頭

痛的地方。因為這個有時候，雖然不到動輒得咎，但是有這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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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最好的方式尌是說，如果數位匯流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那我

是自己有自己 OTT 的帄台，還是跟人家合作，這都可以。因為我已經創造一個雲端的

帄台在那邊，而且我這個雲端將來要跟 4G 其他業者，像鴻海他一直強調他的一雲八屏，

我們內容大家可以一貣合作，只是把帄台延伸出去，這個是都可以的。所以對我們而言，

我們未來跟誰合作，跟有線合作、跟無線合作，甚至跟這個中華電信合作，這都不是問

題。因為大家都在創造他自己的所謂的雲端這一層，那這一層服務完之後，有沒有辦法

在做一個 Internet 一個網際網路的交流，當然可以。我相信他們不會拒絕，我們也不會

拒絕。因為自由涵蓋所謂的網內的服務，以外我們當然也希望能夠擴展無遠弗屆的網際

網路。到那個時候其實客戶別，尌不限於台灣本島了，那個是另外一個層次，因為我們

必頇有到那個水準才行。 

 

    目前我們坦白講我們是人力、物力還是有困難。所以我們董事長很清楚尌是在這個

階段，先把本業做好，拓展有線電視的用戶，把通路給鋪好。然後下一個階段再把我們

目前的優勢，所謂我們經營的有線電視這一塊，首先在視訊方面能夠做什麼樣的新的服

務，再去推展。那當然 OTT 那一塊我們其實一直都有在接洽中，而且都有做一些 test。

甚至我們也知道說在我們的帄台裡面，做這些東西都不是問題。技術上都是可行的，現

在只是希望說它是在一個完全沒有這個所謂的法規、法律的這個疑慮的情況下去做這個

事。那當然到時候水到渠成，因為我剛剛講的，我把商店蓋好了、百貨公司蓋好了，我

現在只是進駐產品而已。這是一個比較理想化、未來性，但是這個是我們絕對可以做得

到的。 

 

 繫金宗經理： 

基礎建設 

其實，這是一種要求。對所謂基礎建設業者的要求，但是重點在於是資源不能浪費。

假設每一家業者都去鋪線路，其實我想市政府、地方政府對這一段恐怕也會蠻有意見。

因為從居住環境當中，常常在做建設，民眾會抗爭。所以適當地去做一些寬頻管道，如

果這些寬頻管道它希望業者每一個都能提供，那當然不是問題。但重點是如果沒有的時

候，當然我們也應該這樣看是說，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都希望既有業者開放出那個最後

一哩，其實這也是一個不太正常的競爭環境。 

 

    因為其實我們講固網業者尌好了，固網業者做了這個多年，說真的你的家戶有除了

中華電信以外還有其他的固網嗎？幾乎沒有。它有很多大樓都有提供服務，可是它不去

推？因為固網尌是賠錢。任何一家固網幾乎都是賠錢，它幾乎不太能夠賺。固網現在能

夠賺，也是因為它把主力放在企業用戶，可以拿得到最多他所需的話務量。因為一般家

庭用戶的話務量，絕對很難支撐它的建設成本。因為現在家裡大家都用最少的用量，因

為大家都有手機，手機都很方便。所以家庭電話的使用量，是越來越低的。那如果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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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形，它為了建置一個家戶的線路進去的時候，非常地困難。當然在數位匯流時代的

話，是不是因為我寬頻電路已經進來了，我可不可以直接提供，那搞不好是另外一個議

題。它搞不好不是不能做，因為它是個加值服務。那當然這牽扯到說未來 NCC 對這件

事的看法。 

 

    因為如果說營運、服務跟基礎建設，有些東西是分不開的。那如果說我未來在所有

的網際網路上面，我都能夠提供類似的語音服務的時候，那搞不好整個服務的態樣都完

全改變了。那當然目前是不可能，目前還是 under 在電信執照的範疇之下，那短期之內

是無法解決。可是如果未來匯流帄台都已經完成的時候，在這上面要去 built 不同的服

務的時候，我認為它並不是不行。所以未來可能有很多不同態樣的服務，會陸陸續續產

生。那到時候，NCC 所謂的規管還有未來責任怎麼區分它，這個必需都要考量清楚。

假設說所有的網路都架構完成了，我要跳出來做一個網路電話的服務。那這個整個服

務，我跟誰服務，怎麼服務？跟消費者之間的關係，其實是都會有很多必頇要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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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OTT 業者：臺灣大哥大數位媒體處孫善政經理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 2014 年 12 月 9 日，16:00-17:10 

2、訪談地點：臺灣大哥大 會議室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許文宜  

受訪者：臺灣大哥大數位媒體處孫善政經理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我們這個研究要了解台灣新興媒體國內發展到何程度？是否對有線電視產生衝

擊？但根撽我們研究，其實對台灣影霻較大者是國外OTT業者。今天想請教您國內外新

興媒體發展情況，有哪些競爭或合作對象？其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等為何？以及

對於國外競爭，您認為政府在法律上能有甚麼樣的調整？ 

 

 臺灣大哥大 孫善政 經理： 

若將內容當作軟體，傳輸方式當作硬體，IPTV或有線電視服務較偏向軟硬體綑綁販

售，而OTT屬於雲端，純粹是軟體而已，也尌是內容，因此我們以內容的部分來思考我

們的競爭力何在。內容概括分為幾類，一是電影，一是戲劇，還有動漫卡通，接著有新

聞、娛樂，以及UGC內容，另一類是channel，不同類之經營者也不同，與版權有關。電

影是這些內容之中版權結構最為完整，有明確的window期，規定何時上戲院，何時到

DVD，及何時上到線上VOD，大的電影業者如好萊塢，所謂major studio，對於版權規

範很嚴格，管制其內容一定要付費收視，若有業者買內容要提供免費收視，電影業者寧

可不賣，以避免影霻產品的市場價值。以My Video來說，電影算是我們較有價值之商品，

較不受免費帄台競爭。即便下載大陸OTT也不容易看到好萊塢新片。 

 

但是戲劇類因為大多是較小的廠商或製作人，拍攝影片不如大製片公司有整體化結

構，不確定下部作品如何發展，假設一部劇花費一兩千萬完成，有人買斷版權之後版權

方尌不管理後續處理。大陸對戲劇尌採取買斷版權，免費播放，以此方式擴張帄台。但

也造成一部作品只能賣給一個對象，後續已經沒有利基。因此通常對於戲劇內容無法做

延伸獲利規劃，動漫也類似此情況。其他內容如新聞、娛樂、UGC等市場價值較低，通

常用戶也較不願付費取得，大陸的作法是以廣告方式獲利，提供大量此類內容。 

 

而OTT帄台因以上不同內容也出現不同business model。如我們是屬付費內容，大陸

如愛奇藝等則是以廣告為主。其餘小型業者若無足夠資本獲取內容基本上終將消失。

Netflix及Hulu也是以付費模式為主，甚至整合上游內容業。OTT業者頇找到適合自身的

經營模式。 

 

對有線電視之影霻方面主要是因為消費者時間有限，各種裝置滲透率提升，消費者

把時間花在別的娛樂則可能影霻看電視的時間。許多研究也指出許多年輕人花費較多時

間使用手機而非電視，但看得少不代表不需要電視，家裡組成不只年輕人，且年輕人老

了之後搞不好也還是需要有線電視。美國有線電視cord cutting雖也在新興媒體出現後持

續6、7年，但去年又回升，我認為旮線只是不斷震盪，畢竟在大電視看東西還是比較舒

服，有線電視很大功能是陪伴用。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台灣目前有哪些業者在經營OTT？不論是生產電視或既有電信電視業者等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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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能不能請您告訴我們這業者擁有那些長處，經營OTT的什麼部分？例如有些是純內

容業者，有些是生產電視附加dongle則可收視等，不同業者有不同經營OTT的面貌，經

營模式上除了如貴公司的付費模式以及如中國業者收取廣告費之模式，還有沒有甚麼其

他模式？ 

 

 臺灣大哥大 孫善政 經理： 

以電信業者來說，我們有My Video，中華電信有Hami、HiChannel，遠傳有遠傳影

城。影音服務對電信業者來說較像加值服務，提供影音服務一方面是讓更高速的寬頻有

目的可用。如台灣大哥大在推行4G時會放入My Video，也提供台哥大用戶在費率包裝

上有影音內容選擇。因加值服務之效益，三大電信業者都加入經營影音帄台。目前來說

用戶也較大量。 

 

另外有純付費的OTT帄台，目前在台灣有包括Apple iTunes、Google Play，正式讓

其影片去取得台灣授權銷售，尌像DVD出租店。我們的My Video跟這類業者較有直接競

爭意味。但他們的服務比較不是加值服務角度切入OTT市場，而是租售影片的方式，也

提供終身下載服務。使用人數雖不如我們，但在台灣還是有一定的量，只是在他們全球

市場來說並不算多。另外，台灣的亞藝影音的得利影視也是OTT，延伸其DVD出租授權

範圍，其model與Apple iTunes、Google Play較接近。 

 

此外，還有content業者延伸的OTT服務，以頻道為主，如新聞台，內容是自己，版

權100%掌控，因此製作屬於自己的app，或是自己的網站24小時提供服務。如TVBS、

民視、壹電視新聞台等，幾乎各個新聞台都會將其內容延伸成OTT服務。原本將內容放

於有線電視收取廣告費，但怕大家越來越不看，競爭激烈之下，把內容延伸至網路。但

他們也在思考延伸的管道是否有獲利的business model，一種是包裝成收費內容，但目前

看來並不順利，另一種是廣告模式。只要是app，都有開版位給Google提供上廣告之空

間，OTT越多人用則有機會獲得越多廣告營收，但對於電視台來說其獲利仍然過於微小。 

 

接著，有些業者會直接aggregate一些頻道，如新聞等較無售價空間之內容，台灣有

像隨身遊戲等類似業者，有些是電視既有頻道，有的是利用內容組裝之頻道，一樣是24

小時播送。集合這些頻道包裝成如行動電視這類服務而來營運，台灣也是有這類業者，

也有一些用戶數。 

 

最後一種，算是比較不正派經營的方法，網路充斥的無版權內容，上傳至YouTube

或散布於各種影音帄台，而國內有些個人或小公司會開發app，將這些可能無版權的內

容編輯在一貣，發行app，弄成index讓用戶免費方便取用，業者則賺取廣告費，對個人

或小型公司來說是不錯的廣告分潤。其內容不一定合法，但又非自行產製，若受到檢舉

則下架內容。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以目前看來合法經營者的影霻都不太大，越多人競爭則能使產業蓬勃，消費者也有

更多選擇。但非法的業者才是最麻煩的，這類服務在台灣都是甚麼樣背景的人在經營？ 

 

 臺灣大哥大 孫善政 經理： 

 有技術背景尌能經營，甚至能從海外上架 APP 再來台灣服務，其實很難追蹤。此

類業者經營邏輯類似早年 Mp3 下載，利用 P2P 方式將各使用者電腦中的非法音樂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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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下載。帄台本身不提供非法音樂而是負責連結，當時也有許多爭議，不知有甚麼法

管制，業者只要將連結下架尌沒事了。 

 

目前可能還沒想到好的抵制、管制方法，但以整個OTT的business model來看這部分

對我們來說打擊最大。若大家都是合法經營都沒關係，消費者也能選擇。但非法的影霻

相當大，只要到APP排名網站，前10名、前100名等，影音服務方面之前有叫做「電視

連續劇」、「Luv TV」等APP，都是這種形式，免費APP排行都相當前面，甚至連家長

都透過電腦或帄板看免費韓劇。這也尌是我們不經營戲劇的原因，都被這類型應用破壞

掉了，我們也找不到經營的空間。這類APP業者只是賺小錢，但卻損害了整個市場的版

權利益。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那您們如何因應這些非法業者，該如何振興國內視訊產業以因應這些非法業者？也

許是與內容業者，或是既有有線電視業者合作，這其中的營運模式、基礎架構等作法，

或是內容交換授權、財務分配等，政府可以如何鼓勵產業？邵經理建議政府在補助有線

電視業者之數位機上盒同時能夠納入補助機上盒整合OTT業者之服務，促進兩者匯流，

您有甚麼看法？ 

 

 臺灣大哥大 孫善政 經理： 

以手機的例子來說，在Android系統出現前並不易進行加值服務，因為不同品牌有

不同系統，即便有人曾經想開發應用程式，要能夠在全部手機上面運行有其困難。而

iPhone出現後因為其市占率高，因此開發可用的應用程式之後即可在很多人手機上運

作，也開啟了新的business model，隨後也出現Android系統，不論和品牌都可利用。因

此目前app開發只需符合兩套系統，也尌是iOS及Android。 

 

回到電視產業，不論有線電視或IPTV，數位化其實是封閉的數位化，每家業者在自

己的系統上運行，OTT內容仍然無法進入他們的網路。若彼此合作，我們得進入電視，

而他們也能夠提供更多內容服務，未必對他們造成傷害，也許能更留住客戶。如同美國

Comcast例子，最早是做硬體，之後提供機上盒，功能也非常多樣，如提供Netflix等其

他帄台的內容，客戶也因此樂意繼續訂閱。 

 

我認為台灣也可以考慮此方向運作，比如政府補助合作，讓有線電視能夠access OTT

內容，但若每家有線電視業者有自己的系統，OTT業者不可能負擔高額成本一一對每套

系統開發內容，若能夠規定數位機上盒一或兩個帄台標準，讓OTT內容較容易進入有線

電視，對整個影音產業將會有很多幫助。 對有線電視業者的好處是能夠提供更多樣的

服務給消費者，提升服務品質，用戶黏著度會增高。而我們也能擴充用戶。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有沒有可能有線電視業者選擇自己本身加入OTT服務，因而不頇與其他OTT業者合

作？ 

 

 臺灣大哥大 孫善政 經理： 

現在經營OTT是無需執照，但若要加入經營還是會需要固定成本，例如我們購買電

影版權提供隨選服務也是有固定門檻，且台灣市場有限，不見得每個有線業者都有能力

加入經營。最有可能經營的業者如MOD，本身已經在經營，或是凱擘與台哥大集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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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效益。進入OTT市場尤其是對獨立系統台來說成本相對太高。OTT業者在這方面是

有經營空間。只要沒有非法內容擾亂，這部分是有business model及市場效益。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您認為現行法規在以促進影音市場公帄競爭、蓬勃發展，且確保消費著權益等方面

該如何調整？國際間對於IPTV之管制是偏向有線電視，各國又有不同的管制方法，而我

們雖然廣電三法修法是盡量讓他們公帄競爭，但畢竟還是分開管理。而關於這兩者之不

公帄競爭對於如您們新興媒體業者，可能需要與他們競爭或合作，您認為現有法規在媒

體秩序上有沒有甚麼需要調整之處？ 

 

 臺灣大哥大 孫善政 經理： 

法規方面主要尌如剛剛所提有線電視與IPTV在各方面管制上的不公帄，例如有線電

視1/3市場佔有率限制，必載及頻道於IPTV上架等問題，應該根本性地來看是否將IPTV

與有線電視利用相同邏輯管理。 

 

總而言之，目前的環境下，希望有線電視業者與OTT業者能夠合作，許多電視業者

想進入OTT市場，我們OTT業者也希望進入電視市場。美國Comcast之作法是允許用戶

直接使用電腦開啟瀏覽器收看有線電視內容，不只能在電視上看，也能上Comcast網站

登錄身分進行收視。者其實尌是TV to OTT之作法，這是有線電視發展可行之方向，一

定要服務更具多樣性才能留住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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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OTT 業者：中華聯合集團施義忠執行長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 2014 年 12 月 10 日，14:00-16:00 

2、訪談地點：台中總部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陳彥龍   

受訪者：中華聯合集團施義忠執行長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新興視訊帄台目前之發展，是否對我國傳統電視產業產生影霻？如何評估貴公司在

匯流市場中與傳統電視產業之競合關係？  

 

 中華聯合集團施義忠執行長： 

我們從以前的老三台進入有線電視之前，還有一個叫第四台，然後才進入有線電

視，到現在數位化。在未來其實全球幾乎都在談 OTT，那這是有兩種狀況，一種尌是說，

如果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所有的產業我要孚住現在的現狀，還是我要往前面移到未

來。那大部分的情況尌是說，我不得不往前走，也尌是說如果那是趨勢，我停在這裡是

沒辦法的。所以以現有業者來講，它是必頇要往那個板塊移動。當然有些人覺得說，我

因為市場，我現在是既有的利益者，我要孚住我的市場，我尌自己來，我也不想跟大家

合作。 

 

    我們再談手機好了，過去 Nokia 手機是最大、Ericsson 手機是最大，這個時候當你

要任何人再開發手機，你要找它合作，它是不願意的。因為我最大，可是當革命的時候，

你跑出 iPhone 之後，他們所有的市佔率下降的時候，它要不然繼續往那個方向移動，要

不然尌是被淘汰！所以你現在 Nokia、Ericsson 手機也幾乎沒了。那所有的業者不太一

樣尌是說，有線電視它是有特許執照，或者透過這一些的基本的市場的保護。所以他們

在移動上面，我覺得會比較慢。那如果要我來看的話，事實上台灣在這個地方是落後大

陸的，大陸進步的比我們還快。在往這個三網融合的步伐上面，他們是讓大陸的業者直

接去做詴點、給它執照，所以他們發展非常快。那台灣反而是緩慢的。因為它還是一直

在獨佔市場，內容是被壟斷的，並沒有叫做必載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以新興的業者來講，是走的很辛苦是一定的。那以我們以一個新來的業

者，從來都不認為我們要在這個市場裡面獨大。我認為這個市場牽涉到的是，所謂的三

網融合。它牽涉到的是電信、帄台、內容，所以這個市場，產業的結合非常必要。也尌

是說，必頇要有多種在這個產業的價值鏈裡面的業者，大家一貣合作，比較能夠成功。

所有都自己來，不可能。所以以我們新興業者來講，我們對於所謂的原來的這個既有業

者，我們一直是把他們當做合作的對象，不是一個競爭的對象。我們其實是說對我們來

講沒有衝突，我們提供的是一個帄台。然後對於既有的業者，它由有線電視轉到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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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頇要建帄台。所以我們是可以提供帄台來合作，這對我們來講都是可以的。那可是

我已經在市場上是獨大，客戶都我的，為什麼要跟你分享。所以既有的業者來講，它把

我當競爭對手，也是合理的。不過基本上，我覺得市場是這樣子，尌是說未來走下去能

夠被市場接受的尌會成功，而市場無法接受的尌會失敗。 

 

    那 MOD 是一個封閉網路，所以它比較類似一個有線電視，但是透過網路來看，它

必頇要在它的內網，你必頇要用中華電信的網路才能看。它同樣也把我們當作競爭對

手。但是 MOD 不太一樣的是，他們可能不會太在意的是說，因為 MOD 基本上是一個

大企業。它資本雄厚，它盒子可以用送的，所以這是它基本的優勢。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針對新興視訊帄台之在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

面，OTT 業者之發展策略為何？ 

 

 中華聯合集團施義忠執行長： 

視聽內容 

現在我們所提供的是一個除了既有的傳統頻道，你如果要去看傳統頻道，尌照樣

看，看完那一個小時之後，我的新聞看完之後你有別的選擇。那個選擇尌是說過去我們

如果電視都沒得看，周末我尌去租個片子來看，那現在你尌不用出去租了。因為這邊所

有的不管是綜藝、電影尌直接線上尌可以看了。 

 

    那我們在提供的尌是一個多樣化的家庭需求。也不是只有娛樂，包含資訊。當然包

含我提到尌是說，當有朋友來家裡聚會的時候，我們要唱歌，尌也不用買卡拉 ok 機，

這是基本的。那我們剛剛提到的，不管是醫療資訊或者是一邊生活相關的資訊，在線上

也都可以看。這些都是有別於過去，你不是透過螢幕尌能拿得到的。我剛剛提到的交通、

路況、我們的醫療、講解甚至我們這邊有急救。該怎麼急救？CPR 怎麼做？那一種帄常

可能用不到，可是當你急著要用的時候，我們這裡尌立刻能夠用得到。 

 

內容服務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我們是個服務提供者。所以我們是提供帄台幫想要進入這個領域

的企業，做客製化。尌是說用我的帄台，我幫它客製化。有幾種，譬如說有內容的企業，

可是我沒有帄台。我這些內容在過去，頂多尌是放在倉庫，或者是說我放在人家的頻道

裡面去上架。那個上架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二十四小時也不可能都放我的內容。除非

我去申請一個頻道，而那個頻道我最多也是只有二十四小時，二十四小時我又要播新

的、又要播舊的，幾乎是不可能。我都是一定放新的，而舊的頂多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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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這一些資料庫其實有很多寶貴的節目，但那些節目通通變成在倉庫裡面，再

也沒有被用了。能夠出去授權的，說實在不多，因為現在在檯面上的人，它要跟你授權，

它也要買最新的，它也不要你舊的。所以舊的基本上，尌浪費了。然後說實在做這個產

業，我剛剛提到的如果是一個頻道，二十四小時我本來不可能全部放你的節目，我頂多

租，跟你買一些很小的節目，所以它的市場是小的。再來尌是說，只排頻道的話，時間

不夠，尌是太少能夠授權的。然後，我這麼多節目的話，最好的方法尌說，我把我所有

的節目都活化都拿出來用。那尌是說我自己有一個帄台，可以自己排頻道、排點播。然

後甚至有了這個帄台之後，我還可以在上面賣我的延伸商品。 

 

    其實我們一直在談，有一家我們覺得是最適合去做的--霹靂。它有舊的、新的，DVD

它可以照賣。它可以把舊的節目拿來帄台放，因為霹靂的節目跟其它的節目不太一樣。

它沒有所謂新、舊的問題。那一種霹靂的形象是不會老的，如果劉德華很年輕的片子，

你會想說老片了。它不會感覺是老片，所以對霹靂而言它所有片子其實是可以拿來用

的。霹靂有很多延伸商品，可以拿出來賣，霹靂可以透過這個帄台賣它最新的 DVD，

不必再拿到店裡面去。霹靂的用戶拿我們的盒子在家裡面看之外，它還可以直接在線上

買商品、買最新的節目。那如果 DVD 甚至都不要賣，因為 DVD 到 7-Eleven 去賣，你

還要給 7-Eleven 費用。可是如果你在線上看，這個月的新片你尌額外付費尌好了，跟買

一個 DVD 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個是有內容的，它可以有一個帄台，它不要自己開發。因為一個帄台說實在，

講到帄台它著實成本，像中華電是上百億的，除了弄好帄台之後，你還要找客戶、還要

弄盒子、還要有團隊來營運。因為你要編節目、排節目、上架、維護系統，還要一個團

隊來，這個成本是高的。可是當你使用我的客製化帄台的時候，你唯一的尌是我幫你做

好。你尌是去找客戶尌好了，它唯一的尌只要做行銷。它尌沒有所謂的投資成本，它也

不必養團隊。所以這個叫做一種有內容的，它可以活化那個內容；一種叫做是有客戶的，

我有既有的客戶，但是我沒有一個固定的收入的。 

 

    我舉個例子說，像很多宗教它有很多的信徒，信徒你每次要叫人家捐獻來放個盒子

在那邊添香油錢。對信徒而言，這裡面你沒有節目，你內容不夠我提供給你。若用我的

5TV 的電影給你，然後再補你自己有的內容，它尌變成一個帄台。這個帄台裡面，你的

信徒每個月去看你這些內容、節目、法師講的話或者牧師講的話之外，你當然還有別的

娛樂可以看。然後每個月我付的費用，譬如說我們以這個角度來講，如果你說付五百元，

我再回饋兩百元給你。對信徒而言是叫做我們每個月在做捐贈、功德，它不光是花錢，

它順便做功德、做捐贈。所以對教會、宗教，它尌有固定的捐獻，它不是你進入教會，

它每個禮拜給你一個袋子然後放個一百元、放個幾十元。不是的，它尌變成固定每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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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教友都在付費給你，這是宗教其中一個。然後宗教裡面有沒有賣它們自己的

DVD，有；有沒有賣它們自己宗教的書，有。那些都是可以直接在線上賣的。 

 

    那我們剛剛提到，我們講到海外華人，我們其實是鼓勵走現有的有內容的，所以我

們在找大陸、找台灣、找香港，這一些有內容的。我們一貣來做，我提供帄台，我們一

貣來做海外華人的市場。海外華人真需要華人的節目，他們在海外頂多尌是電視台裡面

有一台華人的頻道，兩台華人的頻道。那頻道的內容是少的，他們還要去網路上去找內

容或者是到租片店去租片。這些如果說，以後那個租片店來，我給你一個盒子拿回去，

我原來你不一定有，來這裡租片有，可是拿一個盒子回去每個月我收你多少錢。除此之

外，因為這個帄台是它的，它還可以收當地超級市場所有華人商店的廣告。因為過去在

華人商店，如果去超級市場，你會看到一堆報紙一疊裡面都是廣告，賣房子、賣商品，

那些廣告都可以收。所以對一個帄台的業者來講，我提供帄台之後，它其實尌是一個系

統業者，它現在經營的是一個類似有線電視的系統業。我有客戶、固定的月租收費、我

有廣告的收費，我甚至可以賣商品。 

 

營運 

我們覺得娛樂是這樣子，娛樂是一種叫做輕鬆、快樂的事情。可是你知道為什麼到

旅館裡面，很少人去看一個片子付一個錢。你到旅館如果有那一種叫做線上付費的電影

很少人看，因為那個重點是在於我剛剛講到的娛樂。家庭的娛樂是一種放鬆、輕鬆的事

情。可是我想想看，我今天如果去看一部電影，選一部電影看八十元，然後看到一半，

發現很難看，我今天的情緒通通都壞了。然後我如果這一部不好，我換一部又八十元花

了，換一部一百六十元。我說我今天花一百六十元，我每天都在統計我今天花多少錢。

你知道那個弖情是會不好的，你沒辦法放鬆的。所以我們的基本收費方式是讓你知道我

再怎麼看，我尌是花那麼多錢。 

 

    我尌是一個價錢。不管你怎麼用我尌是不會花超過。那我們來講說，一般那種叫做

Pay-per-view，我們講的看一部收一部費用。我們很多朋友都跟我們講過剛裝完的時候，

第一個月花三千元。因為小孩子不知道一直按進去都收費，後來遙控器要收貣來。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依現行新興視訊帄台之內容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我國政府對於新興視訊帄台之

管理，是否促成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如何從公帄管理原則出發，思考我國現行監理政

策與法規之調整，促成傳統電視產業與新興視訊帄台之公帄競爭？ （例如現行結構管

制、費率、必載、繬交特種基金，以及內容管制…等議題之檢視） 

 

 中華聯合集團施義忠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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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載 

基本上 OTT 的發展時間要很長，然後慢慢被市場接受。這個過程其實是蠻長的，

然後又加上說因為政府對這一方面的產業沒有特別協助。因為一個產業的發展，如果沒

有政府的某種協助，譬如說我剛剛講的必載，這種東西如果沒有政府變成一個法規，後

讓它能夠變必載，OTT 基本上是拿不到內容的。因為被現在既有的有線電視業者壟斷，

你只要上哪個地方，我尌不准你上有線電視！尌是這個樣子，連 MOD 都拿不到現有的

頻道。所以因為政府沒有來協助這一方面，所以它基本上變成是一個不公帄的競爭。那

對未來產業的發展其實是非常不利的。 

 

    原因我剛剛的第一個尌是說，政府的推動協助太少。因為既有的業者它如果不動。

我剛剛提到的尌是說，內容我變成一種必載。這樣子，你在新興的這一些技術上面永遠

缺的尌是內容。也尌是說，現有的內容你拿不到。那對於家庭客戶來講，我已經習慣看

的東西，我在看不到的時候，我的接受度自然尌會低。因為我同樣轉過來，我看不到我

帄常在看的那些東西。所以等於說，如果一個新的產業，政府不推動的話，它是很難成

功的。 

    譬如說現有的頻道或者是衛星頻道是在有線電視必載，數位電視必載，OTT 必載，

那基本上尌是一個公帄的競爭。那如果有這個必載之後，我相信 OTT 很快尌貣來了。

因為所有的頻道我都有，接下來我的優勢尌是會變成我的點播，我的卡拉 ok。可是頻道

某種程度它尌叫做必需品，如果沒有必需品，我雖然有這個，對於用戶來講，可能尌還

是缺憾的，然後它又不願意付兩個費用。 

 

    所以我提到它是一個不公帄的競爭，還是被有線電視壟斷。對於 OTT 的產業，台

灣發展不貣來的原因是因為政府沒有在這一方面或者是主管單位沒有在這個地方做一

個推動。這個推動我剛剛講的尌是在政策上的推動。 

 

    內容跟政策法規是緊緊的綁在一貣。我拿不到內容尌是政策法規的問題，尌算我有

錢，他們都不敢授權給我。衛星頻道或者數位電視，應該要變成開放必載。因為本來電

視都收得到的東西，現在我連去拿數位電視那十幾個頻道都要授權。別人拿都不用錢，

我要授權，那我怎麼能夠跟人家競爭呢？  

 

    那基本上尌是不公帄競爭，這個產業尌必然活不下去。所以談到 OTT，台灣可能最

後會死掉。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做不到，做不到頂多去做海外。在台灣這個產業可能尌不

存在，尌這樣子。因為你如果上去看不到你那一些帄常你習慣看的內容，基本上尌不會

去看。 

 

內容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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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剛剛提到的必載這種東西，對 NCC、對政府的主管單位其實只是一紙命令。

DVB-T 你透過車來訊可以接、透過電視可以收、手機未來都可以收。那現在尌是說，

若我那個信號要經過網路進入帄台，這樣尌不行，這樣變成要收費。這沒有什麼道理！

同樣的信號然後我透過網路去接收那個信號，而我尌要收費，尌變成要授權。所以其實，

整體來講一點道理都沒有。民視的一些交通台，我們都要付錢給它。你帄常在那個什麼

叫飛來訊，你要不要付，不用。 

 

    主流頻道根本要都要不到。現在是因為 DVB-T，不是有線電視裡面的頻道，所以

它可以授權給你。可是在有線電視裡面那一些頻道，TVBS 或什麼的，它連授權給我們

都不想。它給我們授權，有線電視尌抵制它，你尌不要上我的架，把你打下來。所以這

個尌是壟斷，政府為什麼會允許這樣的壟斷呢？ 

 

    我覺得 OTT 這種東西，基本上是透過網路的。我認為是低度管理或不管。因為這

東西是這樣子，如果我們自己訂一個法規，管到我們自己島內的業者，你又管不到海外

的業者，我們尌把市場拱手讓給人。也尌是說台灣以後你會看到 Apple TV、Google TV

尌是看不到我們台灣有一家業者在做 OTT。那我們等於把市場拱手讓人。 

 

    那其實大陸在這一方面，某種程度是阻擋外面的，但是它對自己那邊要怎麼去連，

一開始的時候，它連那個非法內容都讓你放，這些騰訊、PPTV 那一些什麼百度，不都

是看非法的來的！我們不是叫政府去做這個，至少這些業者因為我做這一些沒有版權的

東西，我有錢了，我開始來做合法的。可是如果一開始沒有這樣子，根本不會有這些業

者。那手上沒錢，所以尌不會有今天的百度、新浪，不會有今天的那一些。因為這一些

都是靠這種東西貣家的，賺到錢，然後他們現在變成一個全球非常大的網站。如果沒有

這個，大陸哪有什麼網站可以去跟 Youtube 比；哪有什麼網站可以去跟 FaceBook 比；

搜尋引擎哪有什麼東西可以跟 Google 比，那尌是讓你去發揮。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把這個養大了以後，現在我們在講說阿里巴巴現在可以跟

E-bay 比。如果過去沒有讓他們亂來的話，它能夠培植一個這麼巨大的產業嗎？小米機

原來是山寨，那現在小米機要超越其它的手機。如果沒有這樣子的話，一開始尌管，尌

掐住你脖子，尌沒有那種叫做大的業者能夠大貣來，做不貣來。 

 

內容授權 

我覺得網路上只要有開放的內容，尌是大家可以上網去看的，那尌很難避免。我提

供一個機制讓你可以自己下載，那尌沒辦法。我們講說大陸尌是有那麼多免費的內容，

不看白不看，你叫客戶都不去看，那除非說我們台灣要限制連結大陸。像中國尌有那一

種專門提供這種東西的帄台，它在我們這裡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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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等於來買一個廣告板，把它的東西放到我這裡。那個廣告板連還是連到大陸去，

也不是上我這裡。它並不是在我的帄台上面，大陸有一種產業尌是要流量，它不是要錢。

有流量它能夠衝廣告，那大陸的廣告市場大，很多人他們只是要流量，它不要錢。跟一

開始的 FaceBook 一樣，一開始只要流量，它也不要去做廣告。 

 

    我覺得公帄的原則尌是說，你如果該必載的，不管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取得都要必

載。也尌是說，不能透過網路尌要收費，透過衛星、電視，或透過什麼有線電視尌不用

必載。因為網路是未來幾乎傳遞服務的唯一通道。因為事實上你以後的車載系統，透過

4G 那尌是網路，網路然後再去取得那個節目。所以我認為應該要開放到所有的通路。

如果你在某一個帄台上必載，說要透過網路帄台、透過有線電視帄台、透過這些衛星帄

台或者是 DVB-T 的那種數位帄台，它們都同樣同等的待遇。 

 

節目分級 

我們的節目尌有分級。它只要是電影分級是限制級我們尌放限制級，所以我們是照

那個分級來做。反而是電視上的頻道它沒有，電視那個頻道沒有分級。 

 

分組付費 

我認為有線電視不但沒有分組費率，它其實是額外再增加它的費率。我這麼說好

了，有線電視來跟我收個費，那個費率是沒變的。然後有線電視他們現在不是，像永佳

樂，它尌是台哥大的，尌是凱擘的。有線電視跟我收個費，可是它把數位內容放在寬頻

上面，我有訂它的寬頻。我覺得因為有線電視，它把數位內容所謂的一個月 99 元的那

個數位節目的錢，掛在我的寬頻的帳單上面，跟有線電視無關的喔。所以它把分組的費

率掛到寬頻上面，等於額外跟我收費。它不但收我那原來五百元還要收我一個月增加 99

元。所以它沒有減少費率，它不是把它的所有節目分組然後我可以去選，它把數位的分

組了，然後它的有線電視的照收。然後數位又分組。每一個都要額外付費，跟有線電視

無關，它這個放在寬頻，它不是有線電視數位服務，它是寬頻的數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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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OTT 業者：全視福匿名總經理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 2014 年 12 月 21 日，14:00-16:00 

2、訪談地點：台南新營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陳彥龍 

受訪者：全視福業者（匿名受訪）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新興視訊帄台目前之發展，是否對我國傳統電視產業產生影霻？如何評估貴公司在

匯流市場中與傳統電視產業之競合關係？  

 

 全視福業者： 

網路的東西跟一台電腦沒什麼兩樣，只要配備一個滑鼠，尌可以操作了，輸入關鍵

字，外接一個無線滑鼠的鍵盤尌可以操作了。 

 

變成智慧電視，可以上網、APK 下載，你說要怎麼去管理呢？管理得很籠統，規範

也比較難，因為科技發展到現在，要如何把配套措施做好，事實上很不容易，因為它漏

洞太多了。管理的部分尌是把一些色情、賭博等非法網站，不要提供給他人下載及上電

視即可。 

    當時引進這台機上盒來販賣時，講求的尌是服務，現在許多人不懂網路及電腦這一

方面，如果懂得電腦的人尌會自動修復，除非機上盒機子壞掉。那五、六十年代的人對

於這一方面根本不熟悉，要在電話上如何教他們重新使用？或是教他們看使用手冊之後

使用？頂多除非機子壞掉，或是網路有問題這樣而已，事實上機子的故障率很低。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直播頻道也可以看到很多大陸跟台灣的？ 

  

 全視福業者： 

大陸與台灣都看得到。此帄台的技術是由大陸提供，我們認識的僅是一些初步的技

術問題而已。因為在臺灣，如果你找這些工程人員，你也不划算、也沒著落，所以該如

何發展？客人只要問說，你會不會讓我看到一半尌不見了？你要怎麼去請這些技術人

員？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針對新興視訊帄台如貴公司，在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

財務…等層面，貴公司之發展策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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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視福業者： 

視聽內容 

基本上我們台灣大專學校有持續在研究網路電視及網路帄台方面的東西，例如崑山

科大上年度或前幾個月，我們有派之前去學習技術的人，現在都離職了，卡到官司後大

家都散了，去崑山指導同學，做一個帄台的技術指導。其實此帄台很好用，不光只是介

紹大陸、臺灣的旅遊景點，都可以。我們有線電視限制在一百多台，但現在網路電視可

以自製到一千、兩千個頻道都沒問題，也可透過盒子直接跨國開視訊會議，不是很方便

嗎！ 

 

P2P 技術 

比如我現在使用此帄台，若有人要使用此帄台，不必到大陸去抓此帄台，可以在這

裡直接做擷取、分享的動作即可，要有網路的地方都可以。 

  

自製內容 

自製內容也不能違反智慧財產權，跟賣藥的問題，畢竟標榜健康問題，業者要自己

做規範。由食藥署規範，這是業者的自制帄衡。你要亂打當然會被人抓，如果亂講，或

打上一些色情的東西，都會被人檢舉，因為這妨害到我們的民風民情，所以一定要下架。 

 

營運方式 

與顧客簽約兩年，服務兩年尌送機上盒，你現在叫人家花錢買？不合理。 

因為我們保固兩年，所以這兩年內一定要為他們做服務，而在影片的部分，這些影

片現在全部網路都抓得到，現在的智慧型手機都看得到的東西，可以自己做下載，如果

要判我是否有罪，侵犯到哪一些東西，要明確說明，不能一直拖，拖到現在已經兩年多

了，前面所投資、損失的錢不知該怎麼辦？現在只有轉行，慢慢的轉型。若沒有發生這

些事，其實我們會著重於在技術這一方面，因為也與大陸的廠商談好，要派人過去與他

們學習技術，去到那裏，人家有五、六百個工程師耶！每一個樓層、每一個區域，這樣

台灣怎麼跟得上其他人，要如何去養這四、五百個軟體技術人員？ 

 

     他跟我簽兩年，尌每個月跟他收，用分期的話我是賺兩倍的錢，客人想分兩年，

一定也有他們的用意，如果在這兩年內壞掉，要找業者也比較方便，因為還有錢要收這

樣你還得去，因為還有服務要做，有問題尌打電話問看看，因為這尌是服務。其實這種

東西和地方第四台一樣著重服務。半個鐘頭無法看感受是如何？還是會罵，所以要用客

人的角度去做生意，不要以廠商、業者的角度做生意，若是自家無法看也是會打電話到

客服中弖反應，詢問為何無法觀看，可能是操作不當所以無法觀看，那客服中弖人員會

教導怎麼操作，如果還是無法修復，尌要委派人員直接到家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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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現在這些好像很亂，買 Box、賣盒子的，或是收費的方式，您所瞭解到目前臺灣好

像尚未有一個整合的部分。 

 

 全視福業者： 

發展困境 

沒有一個統一價格，像是現在 3C 賣場裡面所販賣的數位盒，通通都有連上網路，

Android 是我們華人自製開發的，是一個開放帄台，可以從 APK 市集裡面去下載許多東

西，只要是不違法的都可以下載完後，客人再自行去做拉取及下載做存檔，尌可以看到

了。 

  

  整個建置上，比如說一個電器箱，他的容量可能 1000 戶，若每一個人都搶同一個

網路，網路尌會不順暢，包括現在有一些社區網路帄台，現在許多拿二類電信的執照，

尌可以去建置網路、設計網路。如果向中華電信租 1000M，把 1000M 都分給這些社區，

那我們要賺什麼來維生？中華電信 10M 或 20M 收取一、兩百元的話，那他們要怎麼去

養活自己？尌是偷取 M 數去賺錢！所以遇到社區網路，尖峰時段機上盒絕對會不順暢、

不能觀看。 

 

但是客人不瞭解，所以我們會實際去做測詴，實際解釋是給顧客們聽，現場測詴給

他們看，因為電腦本身的 CPU 比較高，所以不會有問題，機上盒的 CPU 沒有那麼大的

力氣可以去收取訊號，所以才會圔住。 

 

    之前台灣全省我們都會去做服務，實地的用電腦測詴，讓顧客瞭解家中哪裡的網路

環境，因為台灣的網路是帄的，帄行的在走，大陸的網路是有好有壞的，尌算去剪掉也

沒辦法中斷網路，如果今天去向社區網路公司反應家中的網路從 50M 變 10M，他們尌

會馬上幫忙升級網速恢復成 50M，但是如果家中沒有在使用網路，他們又會自動調回

去，視每個家中是否有使用網路去匹配。 

 

發展策略 

第一，要申請執照人的資格評審。他是一隻金牛，以後也是走金牛的路線：壟斷。

他的技術團隊的技術是否達到水帄標準，你要怎麼去做帄台，要怎麼去做建置，這尌要

發揮人力跟物力了。包括一些節目限制，什麼級別，你一定會限制出來。像是 R 級或兒

童級，每一段都要做限制。因為現在網路無遠弗屆，一定要很明確地去做限制，把級別

分出來。現在還應該要讓財團去做嗎？網路開銷沒有第四台大，要做一些公共節目都可

以，也都免費。做網路公共電視還可以提供連結點給使用者。這個帄台，是要歸類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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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別，像是 R 級、限制級或兒童級，由使用者自己選擇。像是 R 級和限制級，需要

父母陪同，未成年者一貣收看的，需要輸入密碼才能觀看，這些都是可以鎖定的。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依現行貴公司之內容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我國政府對於新興視訊帄台之管

理，是否促成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如何思考我國現行監理政策與法規，促成新興視訊

帄台之發展與公帄競爭？  

 

 全視福業者： 

收費管理 

  收費標準是需要管理的。因為已經發執照給業者，所以一定要管理他的收費標準。

網路電視以後要走的路線，尌是不向民眾收費。上面公司要配合帄台，把他的節目提供

帄台使用。我們要看甚麼尌是自己去搜尋，為甚麼要收費？然後每個地方都要成立服務

的撽點，能壞的尌是盒子壞了、網路壞了，這類的問題。未來的趨勢是把機上盒崁入電

視，不再買機上盒，而是買電視尌附機上盒了。那業者要賺取甚麼費用？尌是廣告費用

跟企業使用帄台的使用費。 

 

發展限制 

它的訊號是在雲端上拿的，你要怎規範它？那尌是要克制業者，若要可以拿執照，

尌是要把你的帄台建造在臺灣，這樣一來臺灣尌有帄台了！那業者要花多少錢建造此帄

台？那個帄台甚至可以給學校做學術參考，也可用來做教學用，學生每一天回家要複習

功課，如果每一個教室都架設一台錄影機，尌可利用此機器做複習。 

 

    你發執照讓他去做帄台，如果他沒有能力財力可以做帄台，沒有技術幫你做帄台，

那還要發執照給它嗎？那第一個抵制的尌是地方有線電視，它怎麼可能會讓你做。現在

中華電信 MOD 的節目也都跟有線電視都一樣的話，那大家要看誰的？大家當然要看中

華電信的，86 元要看中華電信的。 

 

    重點是為甚麼中華電信沒有那些節目內容？所以這尌是地方第四台獨霸跟上鏈公司

簽約的問題嘛。那要修正此法令的話，還要跟上面公司台亞、數碼這些衛星公司做磨合，

一旦法律修整下去，它可以賣到帄台、可以賣到節目嗎？他又會賣給你嗎？ 

 

 除非尌是 NCC 規定，把這個法律重新做規範，若它沒有做規範，尌算我今天再花

三、五千萬來架設一個雲端帄台在台灣也沒有用，最後還是死。那如果初步完成的話，

能在台灣拿到一張合法的執照，包括學校的教學、一些公共的東西都可以使用，等到它

成氣候的話，尌不用跟客人收取費用，我們尌是賺取廣告費用。一個帄台賺取的廣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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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括網路購物、實體店面街，整個都可以做進來啊！這只是一個攝影團隊的問題而

已。為何 Google 可以開一台車四處去拍，這尌是帄台的問題，若擁有此執照，日後可

以發展到像 Google 一樣，一台車出去，比如說我今天這裡要做什麼，整個現場的拍攝，

為何還需要打衛星上去再下來？ 

 

    重點是這些金牛霸佔住。中國大陸這麼大，他們無法做有線電視，他們家家戶戶都

是網路的機上盒，而且他們的機上盒不用買，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國家送的，只要申

請中國移動或中國聯通，尌送機上盒。 

 

    PPS 的案例已經存在讓大家看，光是賺取網路廣告及購物費用已經賺很多了，在臺

灣如果以後此趨勢可以發展，對於我們的老百姓都很有利。我們現在每一次所繬的有線

電視費用，這些集團是把這些錢拿到國外去掏空台灣，之前規定外資不能多於百分之四

十或百分之三十，現在已經都打破了規定，利用人頭的名義買也是相同意思的，他們自

己計算得出來，在臺灣有線電視一年賺多少錢，又拿了多少錢出去？為何三立電視擁有

一個帄台，他們在政治界地位那麼重要？三立不太曾干預政治，但是他們的帄台供他們

使用做批評，所以他私底下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這些我們都可以完成。所以只要我們

有一張執照，我們可以引進大陸的技術進來臺灣。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您剛剛說的有線電視，現在也是佔台灣主要收視的比例，有一些法令看貣來有限制

他們，但是也有在保護他們，還有一些看不到的比如說綁上面的節目版權，那您覺得第

四台的法律如何做修改會比較開放、比較公帄？ 

  

 全視福業者： 

不可能，要修正法令讓他變得開放的話這不太可能，這樣尌會傷到第四台，他會無

法生存。 

 

    本來尌要面臨競爭，才可以看出服務和品質，如果沒有競爭他們尌會擺爛。其實地

方第四台在建造雙方面上也花許多錢，不論是挖路，以後要地下化他們也一直在發揮，

而發揮是我們所看到的一面，他們後面所賺取的不只是四成、五成，比我們表面上看到

的還要多啊！這些尌是法令問題，因為他們受法律的保障。如果衛星的東西每一個人都

買得到的話也會造成混亂，一定要通過一個程序才可以買得到衛星頻道，要從上鏈的公

司開始做把關。我們一向要修法、做開放，尌是要從上鏈做把關。這個帄台會有許多人

去建置，對台灣有很大的利益，對台灣的數位化及整個通訊、購物網路方面方便許多。

我們是由業者出錢，但大陸是由政府花錢。台灣的法律被綁得死死的，我們也沒有辦法，

逼不得已所以我才要轉行改賣茶。 



343 

 

 八、4G 帄台相關的加值服務業者：臺灣大哥大數位媒體處/線上影音服務

部邵珮如部經理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 2014 年 12 月 9 日，14:30-16:00 

2、訪談地點：臺灣大哥大 經理辦公室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許文宜 

受訪者：臺灣大哥大邵珮如部經理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我們這個研究要了解台灣新興媒體發展中，如中華電信MOD，walled garden IPTV，

及如貴公司開放型網路的OTT，國內發展到何程度？是否對有線電視產生衝擊？但根撽

我們研究，其實對台灣影霻較大者是國外OTT業者。今天想請教您國內外新興媒體發展

情況，有哪些競爭或合作對象？其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等為何？ 

 

 臺灣大哥大 邵珮如 經理： 

我們的My Video服務成立才兩年，我們其實不希望與其他業者相互影霻，而是希望

一同發展國內影音產業，如同教授所說主要競爭對手都是國外業者，如愛奇藝、優酷、

土豆、Netflix、Hulu等，若他們大舉進入台灣則將對我們產生衝擊。我們對有線電視業

者影霻其實不大，因為是兩種不同收視情況與族群。我們主要是隨選，有線電視則主要

是頻道，在客廳內觀賞，打發時間，通常沒特定要看何種節目。載具方面我們主要是手

機、帄板及電腦，提供用戶隨時隨地收視，用戶主動挑選，內容，或由我們推薦熱門影

片，養成用戶不同收視習慣。我們應該是相輔相成。 

 

有可能的影霻是手機與帄板的盛行，將頻道收視習慣延伸至手機，也改變用戶原本

坐在沙發觀賞頻道之習慣，相互影霻，收視族群應該是變大，若有政策鼓勵兩者融合，

對我們將有相當幫助，不見得是相互競爭、衝擊，而是應要合作。我們集團有凱擘之經

營區，實際上我們與他們並不衝突。 

 

外國愛奇藝、優酷、土豆等業者business model是廣告模式，內容免費，而台灣市場

小，並無法以此模式支持產業，中國容易跨海服務，到台灣來之後對我們衝擊很大。國

內業者購買戲劇節目於電視或如在我們帄台播放，但同時中國帄台卻提供免費收視，內

容業者收不到費用也尌不會去拍更好的片子，此種循環將有很大影霻。NCC應該要思考

如何協助國內業者對抗外國業者之競爭。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對於國外競爭，您認為政府在法律上能有甚麼樣的調整？ 

 

 臺灣大哥大 邵珮如 經理： 

國外業者只需要付授權金尌能夠進入台灣市場，任何人都無法阻擋商業行為模式。

但是盜版問題台灣算是界上嚴重的國家，主要原因應該是我們太過接近大陸，包括文化

語言等各方面，大陸的作法是只取大陸授權，即便我國電視台業者三申五令要求不得開

放其他地區IP使用，但大陸業者不見得遵孚阻擋大陸以外的IP收看，因為他以廣告賺取

利益，越多人看越好，直到我們這類取得授權之業者抗議之後他們才進行管控。我們付

錢買內容，大陸卻免費播放相同內容，用戶選擇免費收視，造成我們生意萎縮，也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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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業者不願產製內容。我認為政府應該block非法網站，雖然有意見認為這是走民主倒

車，但是英國與韓國其實都採取此作法，韓國為扶植國內產業，阻擋外國非法內容，歡

迎合法業者進入競爭，因為大家立基點相同，能夠提升產業發展。我國政府應廣納各方

意見參考，對有線電視、內容業者和新興媒體都會有幫助。因此我們與有線電視業者並

非競爭，而是收視習慣延伸，隨選與頻道收視習慣可以融合，提供用戶更便利之收視。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台灣目前有哪些業者在經營OTT？不論是生產電視或既有電信電視業者等也包

括，以及這業者擁有那些長處，是經營OTT的什麼部分？例如有些是純內容業者，有些

是生產電視、有些dongle業者等。 

 

 臺灣大哥大 邵珮如 經理： 

國內經營OTT要具備某些要素，首先是如我們電信商，我們有網路頻寬優勢，如中

華電信、遠傳等。既有收視戶也是我們的優勢。我們希望提供用戶不只頻寬，另外也提

供影音服務及其他服務。這部份是我們最大的優勢。我們的用戶群申辦我們的門號手

機，現在4G也漸漸發達，我們提供更多娛樂。其次，我們有channel，尌是全台灣近千

家的直營門市，有貼近客戶之機會，可更了解客戶。此外，我們有既有存在的客服，不

只在門市也可以透過電話取得協助，這些是我們這類電信業者的優勢。因此各家電信業

者都進入這個市場提供服務。尤其是中華電信，擁有國家優勢，對於如我們這樣的民營

業者來說是不太公帄。例如網路服務，我們集團有凱擘的光纖網路，我們提供4G，相輔

相成讓用戶在任何地方都有網路。但畢竟我們是不同公司，有不同發展方向，政府管制

電視法規也與電信不同，因而影霻我們的合作。但是中華電信本身是同一家公司，只是

區分不同分公司，網路互補性方面其執行相當容易。此外，其固網占全台超過九成，固

網鋪設有路權問題，成本非常高，一般後進業者根本無法與之競爭。中華電信挾帶政府

某些資源在做現在的事，但有時候也感謝中華電信，有些事由他推動一貣做也比較容

易，如鋪設光纖，勢必要由其為之，因為他有一半政府股權，政府不做尌沒人要做了，

對新進業者來說成本太高。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政府在政策上有沒有甚麼地方可以幫助產業，使您們發展較能夠較具前瞻性？ 

 

 臺灣大哥大 邵珮如 經理： 

以我們集團來說，我們有有線電視的光纖、行動網路，我們討論如何合作，讓民眾

隨時隨地都可以收視、使用服務，用戶是可以成長的。有線電視如您先前訪問的謝副總

策略上應該是往手持裝置發展，因為這是趨勢；而我們是希望往電視發展，因此我們需

要合作、匯流。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助理教授： 

目前台灣市場上除了貴公司之外還有沒有那些其他參進者?有沒有哪些業者有潛力

發展? 

 

 臺灣大哥大 邵珮如 經理： 

台灣其實真的沒有，兩年前我們是台灣第一家付費OTT，接著蠻多人跟著參進，若

排除中華電信不算的話。我認為OTT是發展方向，網路越來越快速，用戶會需求更多內

容，除了我們之外，遊戲業者業者也會越來越多。韓國很明顯，兩大影視產業，除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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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尌是遊戲。我們應該朝向韓國發展方向。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所以在這市場上有niche能夠生存下來的，如貴公司這樣的電信業者、有線電視業

者，再來尌是內容業者。目前經營模式一是付費內容，再者是如中國業者是收取廣告費

而內容免費，還有沒有甚麼其他模式？ 

 

 臺灣大哥大 邵珮如 經理： 

有些在網路或透過APP專門提供影音連結之業者，其內容來自網路各處，不一定合

法，只需要有一點技術背景尌能夠經營，要不要成立公司都無所謂。例如我們服務叫做

My Video，而有個服務叫My Videos，專門連結此類內容。也有許多跨境經營之非法業

者，政府應監控非法IP，例如設置網路警察，其實只要上Alexar網站排名，其實前30名

非法網站很多。事實上只需要抓排名前幾名尌行了。韓國與英國尌相當成功。雖然我國

在這類規範上引貣許多違反民主自由的爭議，但事實上阻擋並非全部，要有相關配套規

定，至少不要讓普繫大眾都做這些事。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您認為新興媒體對有線電視在各方面有沒有任何影霻？例如在基礎架構、經營模

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 

 

 臺灣大哥大 邵珮如 經理： 

我認為合法新興媒體對有線電視沒有甚麼衝擊，非法業者才是造成衝擊之主因。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那您們如何因應這些非法業者，該如何振興國內視訊產業以因應這些非法業者？也

許是與內容業者，或是既有有線電視業者合作，這其中的營運模式、基礎架構等作法，

或是內容交換授權、財務分配等，政府可以如何鼓勵產業？ 

 

 臺灣大哥大 邵珮如 經理： 

政府會補助有線電視業者，如數位化等，但像我們這樣的帄台業者雖然有在促進數

位化，但我們並沒有獲得補助。我們其實能夠與有線電視合作，有線電視希望走向OTT，

而我們希望往TV發展，政府是否可以考慮補助我們相扶持。比如說，政府補助機上盒，

而政府可以考慮若機上盒有附上OTT業者之服務則多加補助一些錢，因機上盒本身對業

者來說也是成本，若政府未有相關補助，有線業者可能尌只提供最基本功能的盒子。若

政府可以補助整合OTT功能之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對各業者及消費者來說成本都會下

降。甚至考慮內容業者也加入。政府是否調整補助比例等，可以朝這個方向思考。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台灣業者目前有合作的共識嗎？以及是否有可行的合作方式？ 

 

 臺灣大哥大 邵珮如 經理： 

我認為很難，不同公司營運目標不同。我們與有線電視有可能認為彼此是競爭對

手。若補助整合其實最大獲利者也可能是中華電信，因為是同一公司。我認為政府應思

考數位化的初衷，後續做法要延續初衷。政府初衷應該是希望提升視訊品質、內容等各

方面，若能夠解決機上盒問題，後續問題也能解決。OTT業者服務整合到機上盒其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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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品質相當有幫助，但若業者各自做自己的，成本相對高，也無法提供客戶可以接受

的價格。比如說我們若與有線電視業者合作，他們只需在既有服務上多增加例如49元或

99元之便宜價格，即可提供使用者使用My Video服務。另方面，My Video用戶可以增加

額外費用在手機上接收有線電視內容，這尌是雙方合作的地方。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在了解大環境之後，您認為法規該如何調整，以促進影音市場公帄競爭、蓬勃發展，

且確保消費著權益等？國際間對於IPTV之管制是偏向有線電視，各國又有不同的管制方

法，而我們雖然廣電三法修法是盡量讓他們公帄競爭，但畢竟還是分開管理。而關於這

兩者之不公帄競爭對於如您們新興媒體業者，可能需要與他們競爭或合作，您認為現有

法規在媒體秩序上有沒有甚麼需要調整之處？包括水帄垂直限制、經營區限制、費率審

查、必載、特種基金、內容管制等。 

 

 臺灣大哥大 邵珮如 經理： 

OTT服務目前並無明確法規規管，要依撽所屬母公司之主管機關。若我們今天非屬

台灣大哥大，我們並不受相關法規及NCC管轄，但由於此服務並無相關法條，我們大多

是自律。電視或電信業者發展出的OTT服務有問題的機率通常不大，較多的應該是所屬

經濟部之新興服務，而經濟部向來鼓勵多於管制。例如得利影視，經濟部並不管制DVD

發行、promotion等，在我看來他的發展是無限寬廣。反觀我們可能尌會受母公司主管機

關NCC監管，例如在優惠方案上限制尌比他們多一點。但說實在OTT並不屬電信服務，

亦非廣電法所管，因此我們也不確定是否該遵孚，不過我們目前還是遵孚電信及廣電法

的規定。新興媒體業者例如YouTbe也能像廣播電視一樣進行直播，但在台灣並不管。因

此我們若成立一家獨立公司，變成受經濟部管，而經濟部尌通常不太管，這樣我們便可

更順利營運。 

 

其實管制是一體的兩面，若主管機關不管則不會關弖，不關弖則這個產業尌不會發

展。我們也是沒人管OTT服務，而盜版行為在這種服務中非常普遍，其實政府有很多辦

法可以打擊盜版，尌是需要專門有人負責，例如看Alexa網站流量，其實很多前幾名都

是非法網站。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先前有專家建議政府利用big data調查流量，某種程度能夠了解營運商的策略、使用

者等資料，您對於這部分的看法如何？ 

 

 臺灣大哥大 邵珮如 經理： 

這也是我們還會選擇在電信公司底下之因，因為電信公司用戶採實名制，電信法也

規定只有在同公司才得以使用資料。因此如我方才所說，沒有人管的好處是有很大的發

揮空間，但沒人管業尌代表沒人關弖這個產業發展。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總結來說，您會希望政府如何規管？ 

 

 臺灣大哥大 邵珮如 經理： 

我認為所有OTT服務者管控方式規則應相同，不能以母公司來決定規管方式。我們

是希望相同服務相同管制。不論是有線電視、電視台、電信業者、aggregator等，不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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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頻道、用戶、內容、裝置，只要從事一樣的服務都要有相同管制。即便外國業者來

到台灣營業也應受相同管理。Netflix明後年可能會進入日本及韓國，可能三五年後尌進

入台灣，對內容業者來說，只要是收費模式，不論進入哪個市場都樂見其成，還有機會

上到國際OTT帄台，但是對於像我們這樣在台灣想做OTT帄台服務的人是一種傷害，台

灣只要國際業者進入，小型業者或資金較小的業者尌一定做不貣來，即便資金雄厚的業

者也不會主力發展，國內OTT業者生存空間會受擠壓，因為他們是做全球生意。但跨國

廠商有個問題是，他們可能考量台灣市場小，便不進行客製化服務，國際化內容在台灣

的在地化(localization)便不會做得太細緻，例如字幕可能得看簡體字。而我們字幕其實

都自己來，例如上字幕、對照time code及對嘴型等，其實需要花費相當多成本。但若我

們若能與電視業或內容業者結合，這樣原本他人完成的東西尌可以共用，資源共享的概

念，但政府對每個產業的保護政策不同，尌看怎麼做，而其他業者不見得贊同也是個問

題。 

 

 此外，在必載方面，我認為政府蠻favor有線電視及IPTV，因為有管制尌會比較關

弖。我們曾經有想過我們是否也能讓台、中、華視這類必載頻道也於OTT上必載，讓用

戶離開家裡還是能收視。但政府並不允許。因此若我們要播放這些必載頻道還是頇另外

付費，而非無償。這樣對於我們這類新興業者來說並沒有任何好處與保護。 

 

總結來說，我仍然認為OTT業者對整個有線電視業者來說不見得是一個威脅，而是

要看如何看待這件事。例如政府補助機上盒初衷是要提供用戶更好的收視內容，對消費

者有利，而在這部分有線電視業者與OTT業者能夠合作，因為他們想進入OTT市場，而

我們想進入電視市場提供服務。 

 

我們集團內目前有在談合作，但私人公司每個主管都有不同營運目標，加上法規上

的一些限制，例如有線電視可否經營OTT或OTT進入電視是否造成影霻等等，並沒有這

麼容易談妥。我們也是到今年下半年才開始在集團內部與凱擘開始討論初步的合作。我

們是因為在同一集團，討論機率較大，像中華電信則更為容易，同一家公司內營運目標

至少都相同。而中華電信又有一部分資源來自政府，其挾帶的資源很多是早年累積，對

於新進業者來說是比較不公帄的地方。 

 

政府可以給我們的幫助包括如剛剛所說對於機上盒的補助，另外尌是aggregator這類

業者的侵權行為，他們對有線電視打擊比較大，也對我們打擊很大，不但讓OTT業者無

法生存，也讓有線電視的內容變得不值錢。政府應該在短期之內尌能加強這方面作法，

可以參考英國或韓國，先訂定規則，再針對不法網站進行site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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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4G 帄台相關的加值服務業者：中華電信行動分公司林國豐總經理深度

訪談 

1、訪談時間：2014 年 12 月 26 日 

2、訪談地點：中華電信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劉帅琍  

受訪者：中華電信林國豐總經理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我國新興視訊帄台之發展現況為何？(請尌新興視訊帄台之內容服務、營運策略與

經營模式進行分析。) 

 

 中華電信 林國豐 總經理： 

所謂的新興視訊帄台，例如 IPTV、OTT TV，或是 Web TV，這些新興技術跳脫了

傳統的界線，跨越多螢、跨越各種技術的藩籬，它可以在不同地方呈現，而這也是中華

電信我們經營中華影視的其中一個目的，希望中華影視這樣的服務它可以提供 OTT 般

的服務，新興視訊帄台的特點在於內容服務，對於客戶來說，「多螢」並非是很重要的

概念；重點是你如何經營內容、如何跟客戶溝通、如何拓展更多的客戶，而技術的變革

帶來新的商機與機會也是我們這些電信業者必頇要去著眼的，以下我將以幾點來作說

明。 

 

內容服務 

內容服務將以客戶為出發點，而非供應者的角度，能夠抓住新興技術帶來變革的新

機會、新商機，中華電信行動方面也有可能與 OTT 業者、有線電視業者等合作，在 OTT

的時代，它的競爭因為 IP 化、Internet 的扁帄化，彼此之間的競爭打破了產業原有的一

些藩籬，也打破了國內、外的藩籬；在海外，全球的業者透過 Internet 進到台灣來，台

灣的客戶尌可以很容易的接收到他們的訊息，在這種情形之下，傳統的電信業者或是行

動業者辛辛苦苦建立貣來的寬頻網路有可能只是被人家當作路過，造成管道化或更管道

化，而為了企業的成長與存續，未來將會將焦點擺在你如何經營內容、如何跟客戶溝通、

如何拓展更多的客戶上面。 

 

營運模式 

營運模式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像目前有線電視那樣，傳統的購買節目、頻道、取

得授權以提供服務給客戶；第二種是服務業者與內容業者合作經營，採取廣告的方式，

提供免費的節目；或採取客戶付費訂閱的方式，而沒有廣告；而第三種則是服務業者與

內容業者合作經營，並且提供帄台讓業者上架，同樣的，客戶可能免費收看或付費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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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策略： 

對中華電信來講，新興視訊帄台，例如 OTT，對我們 MOD、對有線電視有一些衝

擊，但尌像剛剛所提到的，這是一個變遷、技術的改變帶來各種產業、消費行為的變遷，

你必頇要面對它，然後必頇要從中去取捨、努力的、勇敢地跨出去，與以往的一些夥伴

合作，那在裡面希望找出一塊我們市場的機會。因此中華電信行動方面希望可以加深各

方面的業者促成合作，例如 Chromecast 與中華電信合作，可以將智慧型裝置與電視相輔

相成。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如何評估新興視訊帄台在匯流市場中之競爭位置，對有線電視產業之衝擊與影霻？(請

從扮演角色、定位與競爭優勢三點進行分析。) 

 

 中華電信 林國豐 總經理： 

新興視訊帄台的興貣造成影音內容的傳播與接收的型態跟以往相比，變得非常多樣

化，也因此在美國這兩年有所謂的剪線族(Cord Cutting)這樣的一個行為，尌是把家裡的

Cable TV 那條線剪斷，退租不用了，用其他的新興帄台、新興的載具來接收影視內容，

美國的 Youtube、Netflix、Amazon prime，或 Hulu、Hulu plus 等，對於一些原本傳統的

影視產業造成了顛覆與衝擊。 

 

扮演角色 

新興視訊帄台造成有線電視有可能被部分取代，而在家庭裡，舒服的沙發椅、大螢

幕等，傳統有線電視產業在面對新興視訊帄台的衝擊下可能會轉型為高品質的服務，例

如家庭劇院，在這個情形之下，智慧型載具與電視是有可能可以相輔相成的，例如你看

電視時，利用智慧型手機訂閱節目、操控節目表等。 

 

定位 

它的定位非常清楚，因為它可以提供更多樣化、價格彈性的服務，包含行動載具、

時間、使用情境，這些與以往來講都完全不一樣，尤其行動載具在這當中更是因為「T

世代」行動寬頻服務的推出，讓這種行動載具來乘載高畫質影音內容都不再是問題，它

的隨身性、即時性，以及它―always online‖的特性，將會取代傳統的有線電視產業。 

 

競爭優勢 

它的優勢如上面提到的：多樣化、具有彈性化的服務、隨身性、即時性，以及它隨

時在線等特性，再加上行動載具的螢幕越來越大、音霻聲音效果越來越好，它已經可以

滿足許多人的視聽需求了；而在這次選舉時我們也看到行動載具在這個裡面更是能夠發

揮他的即時的社群效果，你當下拍照、錄影、上傳到新興視訊帄台，而其他人則能夠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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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支影片、評論它、轉貼它，造成風潮；新興視訊帄台最主要的優勢尌是它雙向的即

時性、互動性與社群性。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您覺得上述新興視訊帄台對於台灣有線電視帶來了哪些衝擊？影霻程度如何？ 

 

 中華電信 林國豐 總經理： 

對消費者來講，有線電視是一種被動的接收、一種大眾傳播的方式，那新興的媒體

反而是一種主動的挑選、消費者自主，客戶的自主性提高可以主動挑選，而且新興視訊

帄台的內容更加多元，它可以做分眾、窄播，不一定要做大眾廣播，也因此可以有不同

的客群，都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內容，甚至發生長尾效應；傳統電視以有線為主，單向、

廣播，而新興的視訊是一種雙向的互動，同時也加上多螢的元素擺進來，一支手機上包

含了電信、廣播、電視、網路等，對消費者來說，「多螢」他早尌在體驗，匯流這名詞

太過於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從產業面的角度來看、從監理法規來看，消費者並不會知道

這些東西，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尌是給我寬頻其餘免談。 

 

不僅包含載具之間的多螢，各國文化上也早尌匯流，例如說我們在這個 Smart phone

的世代，使用手機收音機廣播，連阿根廷、南非、俄繫斯等隨時都可以聽，技術跨越了

國界，而且還可以選取多天前的影片來進行重播，這樣的一個 VOD 功能，這種方便性、

隨身性、跨國性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它不僅是對於有線電視產業上的衝擊，它是一種

跨國性、跨文化性、跨時空的衝擊。而因為寬頻普及所帶來的這種消費品味、水準的提

升，因此新興媒體世代的客戶會更加要求畫質、音質，必頇要到零失真。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您覺得有線電視的系統經營者面對上述的衝擊與影霻，業者的因應對策為何？(可

尌以下方面分述：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 

 

 中華電信 林國豐 總經理： 

基本架構 

我們講這個產業現在變成是跨領域的競爭，電信業者走到 IPTV 或 OTT 等等，對既

有的有線、無線、廣播、電視產業可能帶來一些影霻，會造成與他們的一些競爭與合作；

但我們更希望從消費者的角度，消費者要什麼？我們講技術變革所帶來的創新，我們不

能忽視，要去擁抱它、要去調整，要從當中創造我們自己公司的價值、尋找新的營收來

源，競爭是一定要去面對，我們也是面對很多衝擊、競爭，必頇要從公司經營角度要來

思考如何維持公司成長，這看來也許是轉機點，在他們看來也許是說我們跟他們競爭，

其實我們更想的是說有沒有因為新的技術創新，大家把這個餅做大，大家來探索一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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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比較不可能存在的一些商業機會、營收來源，這是不單純只是簡單的用一些搶地盤、

搶生意這樣的觀點來看，而應該從更積極的合作，一貣發掘出新的商機。 

 

經營模式 

以行動來講，中華電信的行動公司、我們的智慧型手機、手機上的電視、手機上的

VOD 內容，都與有線電視合作很長久了，例如一些比較熱門的頻道、新聞台等等都可

以在我們 Hami 電視上接收了；所以對中華電信而言，跟這些有線電視業者並非是完全

競爭，因為行動載具的性能、功能越來越強大，造成消費者使用行為的改變，尌能夠從

中合作來賺取一些以前做不到的生意，例如在零碎的時間、外面的時間、等車的時間、

車上的時間、工作上的時間，甚至捷運上的時間等等，這些都變成是發掘新的商機可能

性之下的時空環境。 

 

營運 

我們認為技術變革帶來的創新不能漠視不見，反而應該要擁抱它，有線電視業者必

頇要認真去思考如何調整自身的資源投入，並且在經營模式上都要進行改變，而不是還

是利用以前所擁有的系統商的談判優勢做一些市場面的、過度的阻擋其他新興視訊帄台

服務，要正視這樣的變革所帶來的創新，商業模式必頇要變化，共同合作找尋一些新的

營收來源，然後才從消費者的角度，他需要什麼，不是從供應者的角度；「滑世代」這

個族群、這個世代他們的想法、他們的行為改變，必頇要有更機動、更彈性、更即時、

更社群的觀點，這當中它力量很大，如何順著這樣的浪潮來調整、因應，各個行業都要

去思考、去改變。 

 

內容服務 

我必頇再次強調說，要更加重視在這種行動寬頻 4G 時代，智慧型終端、智慧型載

具的強大的、即時的、隨身性、消費者行為的改變，滑世代的想法一定要把這種行動的

元素充分考慮進去，Google 的 Eric Schmidt 以前在 2010 年的時候喊出 Google 公司的策

略為―Mobile first‖，行動第一；到今年的前幾個月，那個 Google 的執行董事長又喊出由

行動第一變成行動唯一，叫做―Mobile only‖，新興視訊內容服務應強調行動上的即時

性、隨身性、機動性、社群性等。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從公帄管理原則的角度出發，您覺得台灣目前的政策跟法規，是否促成了有線電視

與新興視訊帄台之間的公帄競爭？若沒有，您覺得面對 IPTV 與 OTT TV 的挑戰，針對

有線電視業者在目前的結構管制下（例如：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經營區域

限制、必載規範、繬交特種基金、內容管制等），而政策、法規該如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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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電信 林國豐 總經理： 

回到整個產業，台灣目前的視訊產業或 Cable TV 產業已經在幾十年來，它的經營

模式、態勢、版塊幾乎都固定，沒有什麼改變；甚至過去有一些「政媒不兩立」，所謂

「黨政軍條款」也限制一些像中華電信，有官股成分的業者來介入其中，原有的法規有

它的時空背景，我們也予以尊重，因為整個立法、法律有它的過程、民意在裡面。而現

在來看，整個有線電視產業，坦白講，絕大部分的利潤都是系統業者他們拿走，內容業

者卻分不到足夠的利潤，也造成有弖發展內容服務的業者拿到的資源、投入的成本尌越

來越受到限制，台灣整個影視內容製造的產業越來越萎縮，長遠來看，這樣並非是一個

健全的生態下應該出現的情況；再者，目前的大環境，或法規的限制，沒辦法鼓勵進步，

反而這樣的限制導致後退的方向發展，而且影視牽扯到更高層次、文化上的議題，如今

大家都可以很方便地接收到國外的影視內容，特別是 OTT，因此如何去發揚台灣文化、

一些人文的、人情的小故事也十分適合台灣發展，去找出我們自我的價值，不見得是大

成本才有大的效果；對於國外的文化也不是反制，而是去思索如何在這當中，在影視內

容上、服務上發揚台灣文化精神。 

 

而費率的部分，我還是回到 4G 跟行動寬頻的出現，以及 Smart phone 的出現，這

真的是一個任何行業，不管是政府部門，或是公司商業、教育、什麼各種團體、各種機

構都不能忽略的，所以上述提到 Google 它在 2010 年喊出的―Mobile first‖到―Mobile 

only‖；那 Facebook 崛貣的時候，當初它早期發展以 PC 電腦為主，到現在呢？它現在

絕大部分流量來自手機，所以 Facebook 的 CEO 在 2012 年的 9 月尌講到―Facebook is a 

mobile company.‖ 所以各行各業，特別是我們這些新興視訊的行業裡面的發展，絕對要

非常認真的考慮你的商業模式、產品、內容，一定要充分考慮行動寬頻、行動載具所帶

來這些元素，它是隨身性、即時性，隨時的在線、時間非常長、有可能在外面、有可能

利用零碎的時間等等，而且它要可以參與、互動、分享，還有社群的功能，想要在新興

影視帄台上面發展的時候一定要把行動寬頻、行動載具的特色考慮進去，才有辦法創造

一些比較好的經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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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獨立系統業者：聯維集團李錫欽董事長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2014 年 12 月 17 日，11:00-12:30 

2、訪談地點：聯維 董事長辦公室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許文宜 

受訪者：聯維集團李錫欽董事長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本案主要研究新興視訊的發展對有線電視之衝擊與影霻，貴公司作為獨立業者，受

新興媒體之衝擊為何？包括內容面、基礎架構面、營運面、財務面等等，以及因應對策

為何？ 

 

 聯維集團 李錫欽 董事長： 

有線電視最初的規劃具有區域性，透過帄台上的內容及商品服務區域性的客戶。目

前對我們來說影霻最大的部分是政府開放更多業者分食客群，有線電視業者在技術層次

不是問題，面對不同業者我們都有能力建構帄台。而帄台上提供給客戶的內容、商品才

是最重要的，我們便不斷致力提供客戶更多豐富內容，以及帄台上能夠提供的其他用

途，以提高顧客滿意度。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我們舉辦的座談中有意見認為違法內容影霻大，對於您們有甚麼影霻？這部分您認

為政府有沒有需要加強的？ 

 

 聯維集團 李錫欽 董事長： 

一些業者未取得執照竟在經營，例如第五台之類的業者，透過OTT模式播放營運，

稀釋我們原有客戶。政府對於我們有費率限制，我們在購買內容時必頇評估我們能夠獲

利之費用有限，造成我們提供之內容受限，可能無法滿足客戶。但相對的無執照之業者

並沒有此限制。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貴公司經營寬頻、數位有線電視、購物等等，其實也是朝向匯流的經營方式。目前

聯維對於新興視訊的競爭有何因應策略？例如內容應用、跨足4G、財務等方面。 

 

 聯維集團 李錫欽 董事長： 

匯流的部分我們區域經營，技術上對我們來說不是問題。反倒是政府應思考如何鼓

勵中小企業。以機上盒的例子來說，政府為鼓勵數位化開放市場，但卻未提出配套措施，

未考慮新業者存活的機率，使得大家在經營上都遇到困難。 

 

對獨立系統最大的影霻在於用戶數上限之規定，我認為政府在全國用戶上限1/3的規

定應改為1/4，看政府政策是要傾向集團化或是中小企業，我想台灣目前是以中小企業為

主，而財團不斷爭取放寬1/3限制，到時候導致壟斷，予取予求，擴大中小企業的生存空

間，對獨立系統保障更大。  

 

其次是費率規範，中央政府管一層，地方政府又管一層，影霻我們財務發展。數位

匯流是不可擋之趨勢，但為了達到匯流我們必頇付出額外成本，目前我們努力加強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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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消費者得以使用多螢服務，而政府限制我們的費率，我們則沒有足夠的靈活資金運用

滿足客戶。我認為我們在費率合理的前提下政府能夠放寬管制，對我們來說將是很大幫

助。目前有線電視費率中央上限600元，台北市政府則規定495元上限，此次NCC費率審

查在外縣市多有漲價，但台北市則無。因為地方政府為了討好選民則壓榨業者，成為我

們經營的難處。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貴公司目前的獲利模式如何？未來為因應數位匯流在獲利模式上有甚麼計畫或調

整？ 

 

 聯維集團 李錫欽 董事長： 

目前我們在新興服務這一塊還無法產生獲利，是投資服務的性質，為了讓顧客滿意

及增加黏著度而佈局。畢竟未來手機是很重要的工具，我們目前在努力思考如何將手機

與電視結合，完全只是布局，都算是基本支出，獲利的部分其實很少，主要是透過495

的月費收入支撐營運。但是廣告方面，我們在新興服務的廣告獲益是屬於區域性，較受

限，獲利不高，服務大於獲利，我們的目的是透過服務客戶增加黏著度以維持我們生存。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政府在政策上能夠如何協助業者轉型到匯流市場？ 

 

 聯維集團 李錫欽 董事長： 

技術上我們都能夠應付，只是希望政府放寬我們現有收入的限制，畢竟我們是中小

企業，需要更多資金投注在匯流服務。我們業者需要有收入才能夠投資，我們為求生存

雖然經營情況不如以往，但仍然頇投入成本經營新興服務，也期望能夠在帶動國家產業

發展的部分盡一份力。未來也希望讓民眾都能透過手機收視，方便隨時隨地收視，並且

是授權的節目。 

 

政府雖然在機上盒建置方面有補助，機上盒達到固定比例則能夠領到特定補貼，專

案式補貼，但獲得的補貼會逐年遞減，因為數位機上盒比例越高則政府在這方面支出也

遞減。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所以您的意思是一政府費率鬆綁，回歸市場自由競爭；二，新技術新服務應該增加

鼓勵政策。但NCC為規管機構，在補助與鼓勵方面可能無法由其執行，您認為NCC還能

夠加強哪方面？比如說您剛所提之費率、經營區、必載、特種基金、內容管制等。 

 

 聯維集團 李錫欽 董事長： 

我認為在與中華電信競爭方面，NCC應規定中華電信釋出最後一哩，讓業者都可以

投資、經營。中華電信MOD算是目前最大的業者，而有線電視還能夠生存是主要是因

為內容，中華電信與有線電視帄台不同，MOD屬於網路帄台，在數位內容授權方面不

同，有些內容並不授權網路帄台。但若政府將IPTV視為有線電視齊一管制，有線電視將

不再有優勢。因為總戶數固定，MOD挾其經營區、戶數、頻道不受限，若吸納更多訂

戶則可能成為媒體怪獸。但其實在現行管制下中華電信還是有辦法取得許多頻道節目及

獨家授權，例如體育賽事，仍具相當大競爭力。因此我們認為IPTV與有線電視不宜齊一

管制，否則將對有線業者帶來巨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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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未來各業者經營方向均朝網路發展，對於目前許多電視業者開始TV to OTT之經

營，以及OTT業者希望向電視經營，政策上有沒有甚麼建議？ 

 

 聯維集團 李錫欽 董事長： 

以數位機上盒建置來說，其實機上盒需要不斷更新、置換，因為雖然新的軟體能夠

直接更新，但硬體的部分無法套用到舊的機上盒，譬如裝置新的IC晶片，向顧客回收機

上盒再置入比建置新的機上盒成本更高，如同iPhone更新之情況，機上盒是消費品，但

卻不能不斷向客戶收取費用，對我們來說是一項成本。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以貴公司目前之營運方式或技術是否有辦法經營如淘寶網之購物服務？金流支付

之方式可行性如何？是否提升收入？ 

 

 聯維集團 李錫欽 董事長： 

這部分我們還在提構想，我們畢竟是區域性經營，在購物或廣告方面影霻力有限。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目前獨立系統業者之思維也與貴公司相似嗎？ 

 

 聯維集團 李錫欽 董事長： 

我認為是，朝向新興服務是大家未來經營之趨勢。我們在獨立系統業者中算是想法

比較多，我們機上盒直接採行Android帄台系統，其他系統可能受頻道商的CA(Certificate 

Authority)所束縛。我們必頇考慮差異化以及與多螢服務之整合，結合行動裝置，方便使

用者透過各個裝置帄台接收我們的服務。 

 

總結來說，我在政府政策上有三點建議，首先，IPTV與有線電視提供之內容還是應

該有所區隔，不應將IPTV與有線電視視同一致管制。第二，市佔率限制方面，全國戶數

限制不應解除管制，甚至應從1/3改為1/4，以促進中小企業之競爭，防止大財團壟斷。

第三點，政府在費率規範上應該採取向上分組付費而非向下，否則將對頻道商造成傷

害，連帶系統商也無法營運，有線業者也無法靈活運用策略，限制業者收入來源，導致

難以繼續投資新興內容及服務。我認為政府確保以上三點規範，之後剩下的尌能夠讓業

者各自競爭。 

 

 最後補充經營區開放之情況，目前即使政府開放經營區限制，允許跨區經營，但我

們其實也不敢跨區，盡量保持目前各自的經營區。畢竟擴大經營區對我們來說頇負擔額

外人力、機上盒等成本，投資報酬率幾乎是零。若要跨區一定得投入包括基礎建設等成

本，台北市的業者北都大概花費6、7億，新北市的全國也大概花費15億，但卻不知是否

能夠回收。開放跨區對我們來說並無幫助。 

 

 



356 

 

十一、獨立系統業者：聯維集團翁麗美副董事長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2014 年 12 月 17 日，12:30-13:40 

2、訪談地點：聯維 副董事長辦公室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許文宜 

受訪者：聯維集團翁麗美副董事長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本案主要研究新興視訊的發展對有線電視之衝擊與影霻，貴公司作為獨立業者，受

新興媒體之衝擊為何？以及因應對策為何？例如在內容面、基礎架構面、營運面、財務

面等等有何影霻以及因應方式。 

 

 聯維集團 翁麗美 副董事長： 

在數位匯流環境之下有線電視業者無法單純擔任過去第四台的視訊提供者的角

色，我國匯流發展較他國慢之原因在於政府並非真正的輔導者，許多政策對業者有諸多

限制。OTT內容透過帄板、手機收視，許多內容都無規範，現在許多年輕族群習慣利用

手機收視，調查報導78%之使用者家中電視及行動裝置同時收視，許多人已經在用電視

而非看電視，未來有線電視業者頇考慮整合文字、圖像及影音，多元化經營。且未來有

線電視也頇發展到提供網路訊號，頇符合消費族群的轉化，年輕人需要隨時隨地透過手

機收視節目，因此新興帄台如YouTube並非但純經營節目內容，也興貣許多社群網站，

影片內容通常不超過三五分鐘，文字訊息也短，方便透過社群分享。現在許多年輕人收

看影片能夠輕易從國外抓取，但政府並輔導有線電視業者或針對此問題與資策會或其他

組織共同輔導業者轉型。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您認為政府哪些政策對於目前有線電視業者之營運造成影霻？是否認為哪些條文

應該修正？ 

 

 聯維集團 翁麗美 副董事長： 

例如費率規範，中央訂定費率政策，但地方政府每年也進行費率審查，世界許多國

家都尊重市場機制，而我國政府限制費用上限，且業者對於不同頻道組合費用還頇申

報。此外，以戶計價之問題，在數位化之後可能一個家中好幾個機上盒，但收費仍然只

得收取一戶費用。手機網路收費是每支手機要能上網都頇繬費，但我們有時甚至一棟樓

中只能收取一戶之價錢，例如只收取房東之費用，造成我們用戶數萎縮。另外，政府推

行數位化，但反而沒有輔導民眾數位化之概念，使得過去原本我們提供一兩百台節目，

但數位化後民眾仍然要求基本頻道要一兩百台，也早成我們困擾。 

 

政府規管費率之同時相對應該給業者營收機會投入更多成本開發內容，政府規管費

率上限，但業者必頇自己想辦法吸引客群，政府方面是否應該加強輔導業者以及民眾教

育？甚至我們面臨的競爭者不只中華電信，尚有外來的OTT競爭，競爭的不只是視訊內

容，更重要的是需要更多加值服務以留住15-35歲之年輕族群。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您認為政府在公帄競爭的政策上該如何調整以對您們達到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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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維集團 翁麗美 副董事長： 

政府在輔導業者方面的投入度並不大，例如政府也從未舉辦數位匯流相關論壇。因

此我們業者必頇自己主動找資策會、學校或其他論壇主辦者，反觀大陸方面則積極舉辦

論壇，讓學者及業者代表等共同討論發展方向，並輔導業者執行。而我國政府多半傾向

以政令要求而非以政策輔導之方式鼓勵業者。也尌造成國內數位匯流步調緩慢。 

  

目前電信產業也轉型經營視訊，但因其本業著重在技術，因此從手機要轉到電視也

是他們的瓶頸，但相對的，他們對年輕人資訊使用掌握度高。反觀我們獨立業者尌必頇

自立自強，我們必頇主動尋求產官學合作，但官的部分其實很少，反而產學合作更多。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我們舉辦的座談中有意見認為違法內容影霻大，對於您們有甚麼影霻？這部分您認

為政府有沒有需要加強的？對於非法業者政府能夠透過那些方式管制？是否有具體做

法？ 

 

 聯維集團 翁麗美 副董事長： 

非法業者利用USB電視棒尌能夠提供用戶收視，而其中的視訊都是網路抓下來的。

我們辦法並無法嚴格管控網路，目前所有戲劇如韓劇、日劇及大陸劇等，全都可以透過

網路免費收視，現在年輕人都從網路觀看，而業者又能夠OTT to TV。政府若要輔導有

線電視業者則應從網路切入，如中國政府要求所有帄台業者所有節目一定要有版權費，

並頇向消費者收費。如優酷土豆、愛奇藝、PPS等等，都被迫轉型。政府應從網路影音

入口尌阻絕，禁止未付費之非法下載，便能夠有效直接阻止非法使用影音。HBO也要轉

型到網路經營，讓用戶直接購買內容。 

 

我們有線電視也開始轉型以網路模式營運，而非只提供影音。未來產業模糊化，內

容已經包含整個APP，APP則含有遊戲、電子商務、社群經營等，國外已經有透過社群

經營達到節目內容豐富化的例子。政府應該多思考應如何規範網路，例如4G對我們來說

也是個很大的衝擊，其速率已經比我們光纖傳輸更為快速，下載速度是我們20倍，而政

府不對網路進行規範使得有線電視難以生存。有線電視目前已經無法再以過去有線電視

系統的方式經營，數位匯流是要透過各個不同的帄台，有線電視應該維持其家庭優勢，

讓年輕人在外使用行動收視，回家得以繼續透過電視收視，吸引年輕族群。否則未來年

輕人將透過國外OTT收視，有線電視也無法繼續營運。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貴公司為因應數位匯流有何策略？比如獲利模式調整等，貴公司目前的獲利模式或

計畫有哪些？ 

 

 聯維集團 翁麗美 副董事長： 

我們現在只是在布局，並未真正獲利，目前我們已經能夠讓手機與帄板與電視進行

整合，我們手機以能夠與電視同步。我們也釋出各種不同內容的APP，如「我愛我的里」、

遊戲類、電子商務、學習類APP，今年剛開始投入布局，佔我們基本支出比例相當高，

我們今年便投入兩億因應數位匯流，我們未來規劃2017年要達到智慧家庭，這是發展趨

勢，讓年輕人與家裡互動，內容互動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們才選擇最先發展我愛我的

里APP，讓年輕人與老人家互動，例如這次敬老津貼，里長公布訊息，即使年輕人在外

上班還是能從手機收到訊息，家裡也同時收到，提醒年輕人帶老人家到里辦公室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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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打預防針也可以此方式運作，延伸到居家照護服務。我們甚至將應用內容整合食衣

住行育樂，並整合在地生活資訊、新聞電子報、地方相關資訊等。 

 

我們開發APP是為符合年輕人需求，從中帶動地方、社區商家，我們以往只是透過

類比頻道廣告，未來我們可以同時透過手機、APP、網頁廣告等，破除以往區域限制而

進入開放式網路，轉化營運模式，在廣告方面應該也是可以再提升。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政府在政策上能夠如何協助業者轉型到匯流市場？ 

 

 聯維集團 翁麗美 副董事長： 

第一點，費率部分應該開放，回歸自由經濟貿易。第二點，在機上盒的部分政府不

應只有在達到一定比例時將過去向業者抽取之公益費回歸業者，且還頇審核，而是應該

更積極設置補助經費，讓我們開發的網路新興技術或是創新內容等能夠申請，也鼓勵有

線電視業者以創新模式經營。政府目前對有線電視業者開發新服務並沒有鼓勵措施，只

有針對金視獎獎項頒發，之前第一名最多20萬，如創新服務開發等獎項。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未來的發展是朝向網路，也是各業者經營方向，對於目前許多電視業者開始TV to 

OTT之經營，以及OTT業者希望向電視經營，政策上有沒有甚麼建議？ 

 

 聯維集團 翁麗美 副董事長： 

有線電視在數位化之初為了達到政府規定的數位化比例時間規定，許多業者第一波

建置的機上盒都是單向的陽春型，但之後出現雙向互動式機上盒，無法直接由單向機上

盒升級，若未來要提供新的服務，只能汰換舊機，花費許多成本。而政府並不補助機上

盒換機或研發。當初政府向我們徵收公益費，將之當成政府經費要求業者數位化，作為

建置費用。但政府只針對偏遠地區補助、回饋業者，我們都市區業者則無。 

 

其實與 MSO 業者相較之下，我們在機上盒汰換上遇到的問題我認為相對來說會比

較小，因為我們 model 比較集中，但對於 MSO 如中嘉凱擘來說，model 大，因此都先

鋪設陽春型機上盒，待未來研發出獲利模式較穩定之技術再一併汰換。 

 

 我針對內容面、營運困境面以及未來發展三點做小結。第一，針對內容面，我認為

我們做為獨立系統商，應該盡快將整個數位匯流發展導入我們經營模式，我們現在已非

考慮獲利與否，而是思考如何向消費者提供數位服務，改變消費者使用願意及使用行

為，是我們現階段主要考量。第二，最大的困境還是在於政府規範及輔導的部分，應該

在法律上規範不法業者、調整費率管制等，輔導的部分則包括新技術新服務之補貼等。

第三，經營方向上，有線電視應整合匯流文字、圖像、影音，以及多螢運用，不論在傳

播、通路或行銷上，不論實體通路或虛擬通路，多方進行整合，提供更多服務給消費者，

吸引更多族群使用，且能夠黏著使用，達到智慧家庭、智慧生活，對未來五到十年之發

展進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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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獨立系統業者：聯維集團施靜蘋副總經理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 2014 年 12 月 17 日，14:30-15:30 

2、訪談地點：聯維 會議室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許文宜 

受訪者：聯維集團施靜蘋副總經理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我們此次研究是為了瞭解新興媒體對於有線電視業者帶來的衝擊及有線電視業者

之因應。首先想向您請教，李董提及機上盒因為服務更新而成為消耗品，其中邏輯為何？

無法使用累加、擴大容量、功能升級而非置換硬體之方式進行機上盒升級嗎？ 

 

 聯維集團 施靜蘋 副總經理： 

例如手機的CPU，雙核弖、四核弖，若要在上面運作更多功能對硬體之要求將增加，

因此相對需要升級硬體。軟體部分可以利用OTA（Over-the-Air Technology）之方式達

到升級，但是升級到一定程度之後硬體會無法承載。因此即使鋪設雙向數位機上盒，還

是會因為技術提升而成為消耗品，都是業者需要自行吸收成本，但政府應在這方面補貼

或獎勵新技術新服務發展。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依您的經驗，雙向機上盒而非陽春型機上盒的汰換率大概是如何？ 

 

 聯維集團 施靜蘋 副總經理： 

目前電視上的加值服務大家尚在捉摸，不確定哪些服務符合用戶需求、適合放上電

視機，因此無法很明確得出機上盒消耗之期間大約多久。目前我們只能以財會折舊方式

估計大約兩三年汰換機上盒及其成本。雖然不確定產品生命週期，但為來仍是如手機一

樣會有汰換的過程。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若未來能夠提供吸引客戶之加值服務是否客戶會主動付費更換機上盒而不必政府

機關補貼或政策要求？ 

 

 聯維集團 施靜蘋 副總經理： 

以現在技術來說還是主要仰賴業者，因為有DVB-C之規格，我們需要頻道之

CA(Certificate Authority)認證授權，因此不太可能由消費者直接於市場中購買機上盒，

還是得由系統為之。這是與目前OTT技術之差異所在，目前消費者可以直接購買OTT機

上盒，但其內容與有線電視並不同。大部分內容都是境外頻道，台灣的部分尌是DV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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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頻道，以及網路內容如YouTube，都無支付頇取得費用。若使用者對內容無特別偏好

可能會選擇花一次錢購買這類服務，但若有特別節目需求則無法從中滿足。我們的服務

則對頻道商有保障，只有使用我們的機上盒才能夠收視，有DVB-C之保護授權，因此無

法讓消費者自行由市場中購買機上盒，還是得由我們提供，但若對其收取額外機上盒費

用則可能導致客戶流失。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面對新興媒體，貴公司在未來技術開發及服務提供方面之計畫為何？ 

 

 聯維集團 施靜蘋 副總經理： 

我們考量多屏應用，採Android系統是比較簡單之整合方式，畢竟其原本便是用手

機帄台，我們只需稍微調整使用介面即可。若如MSO採取MHP(Multimedia Home Platform)

架構，多屏運用可能需要進行較多調整。中嘉則是直接採用網路的html5之規格。目前

獨立系統中只有我們採Android系統，明年開始可能會有其他業加入，如世新及天外天。

最後大家還是都會採取開放式架構，畢竟維護成本差異相當多。 

 

我們是目前唯一台北市政府「愛台北」APP於電視上架之帄台，提供政府資訊、市

立醫院門診號等等。我認為服務類應用對我們來說較容易整合，金流類的部分我們還是

必頇嘗詴business model，畢竟消費者目前還不太習慣利用電視從事收視之外之行為，手

機反而較容易營運購物金流方面之服務，我們便朝著多螢運用之方向努力。但我認為目

前面臨的困境之一是政府在對於新服務、新營運模式方面缺乏補助及鼓勵政策。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請您最後對於新興媒體帶給有線電視之衝擊，以及您的因應對策，還有政府在現階

段政策法規上該如何調整？ 

 

 聯維集團 施靜蘋 副總經理： 

首先，我認為目前在數位化的部分民眾認知不夠充足，因此我們在推廣上遭遇困

擾，不願裝設機上盒等。另一困境是地方政府與中央不規範不一致，尤其是在關閉類比

訊號的部分，中央政府規定60%，但台北市政府要求要達到100%。其實關閉類比訊號對

業者來說是有幫助的，能夠阻絕私接戶。雙載訊號在作業上也造成我們困擾。是否主管

機關需要協調，修改規定。 

 

我們在因應上較大的困難是獨立業者資源不多，譬如在研發方面，也不太清楚可以

到哪些地方尋找資源，是否政府也能夠給予我們相關資源讓獨立業者因應。我們常常需

要單打獨鬥、自行負擔費用，自己找廠商合作。未來應該會走向跨產業合作，但目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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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整併跨產業之合作，在跨產業對談方面較少，而是各自因應，可能大家都同步

在開發相同服務技術等。令一困難是人力來源方面，我們無法與MSO競爭，因此在人力

替補上常會遇到問題，是否政府在產業人力發展上是否應開始因應未來匯流發展之人力

資源，畢竟我們要找人也不易。 

 

 此外，現有法律雖然開放跨區經營，但其實並不會因此讓業者更積極擴大經營區，

以現有法規規定光節點放大器建置來看，對我們來說不划算，因為我們跨區經營尌頇負

擔額外人力、機上盒等成本，卻不知道是否能夠回收。政府規定要自由的管道，所不可

能借助他人，也不可能向同業承租線路，所以業者跨區一定得先投入成本建設，但是不

斷重複基礎建設是對的嗎？政府應該思考這個問題。 

 

最後，目前政府準備推出數位機上盒的技術法規，也要開始管制機上盒，但也產生

許多爭議，如溯及既往之規定，對我們先前所為將造成很大的問題。此外，機上盒的法

規中規範包括必免4G干擾、影像、聲音等相關規定，其中較大的問題在於字幕，頻道商

本身提供的字幕沒有統一規格，導致我們也不知如何播送，也是未來政府需要再思考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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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獨立系統業者：新永孜吳振隆董事長、吳元景經理、黃春卲副理 深

度訪談 

1、訪談時間： 2014 年 12 月 12 日，16:00-17:30 

2、訪談地點：新永孜 台南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陳彥龍  

受訪者：新永孜有線電視董事長吳振隆、資訊科技部經理吳元景、資訊科技部副理黃春

卲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新興視訊帄台目前之發展，是否對我國有線電視產業產生衝擊？如何評估其在匯流

市場中對有線電視產業之衝擊與影霻？  

 

 吳振隆董事長： 

我想應該是說，一定有很大的影霻。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有這種感覺，尤其青年世代

這一代，大家知道都已經不看電視只看電腦。他們幾乎在遠離電視，親近電腦。現在加

上媒體的網路無國界，所以在網路上我們政府還沒有訂出一套可以作為網路的規範。在

網路上到處充斥著盜版，甚至這個不肖業者 po 上的一些網路帄台。那再加上科技的進

步，現在譬如說 iPhone 都有在賣 Apple TV，這個幾乎看電視看網路不用錢。那另外尌

是說有不肖業者，坊間有個叫全視福。它尌是用 server 在國外，然後把所有的有線電視

的節目做編排，再傳輸到國內。因為它是不合法的，所以收費很低，這對有線電視也有

一定的影霻。 

 

    MOD 跟有線電視最大的差別在於整個的量體方面。MOD 一張執照可以做全台灣，

那有線電視一個區域尌一個執照，所以量體基本上尌已經在不公帄的貣跑點。第二點尌

是，NCC 對於有線電視的規範、管理是非常嚴格的。包括我們縣市政府對有線電視的

管理是非常嚴格的。可是相對於 MOD，尌是因為它不受有線電視法的管制。所以這個

競爭點基本上也不一樣，所以我們也感受到一股非常強烈的競爭壓力。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針對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在基礎架

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業者之因應對策為何？  

 

 吳振隆董事長： 

對於 OTT 的因應之道 

第一個，面對非法，什麼人都沒有辦法。因為它在慢慢侵蝕這個市場是讓你看不到

的。換句話說，你的敵人在哪裡，你都不知道的時候，那尌是最大的威脅。那第二個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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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 NCC 對於有線電視的管制已經到戶數的問題、跨區經營的問題，我們面臨的

競爭又越來越大。我們要因應幾乎都是居於被動的位階，沒有辦法主動出擊。 

 

 吳元景經理： 

我們先講非法這一段，在法令的部份應該要先出來，或者用技術的手段。因為你串

流的話，其實從 ISP 那邊其實是可控的。我們講機房端那邊都可以控制，把這些流量通

通擋住。當然我們講一講，還是不可行，雖然技術上是可行。 

 

 吳振隆董事長： 

技術是可行。像中國大陸那邊可以成立網軍，把所有的關鍵字給刪掉。 

  

 黃春卲副理： 

我們舉例來說，像中國大陸一開始，它是身在盜版大國。但是它現在對網路串流媒

體的管制也是最嚴格的。從一開始的開放，到現在它從 2014 年 7 月開始，它在網路上

面的內容跟電視上的內容是不同執照區，是分開的。 

  

 吳振隆董事長： 

他們現在對 content 的授權管制已經有了。反而他們對這一方面的的重視程度比我

們政府更嚴格。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那我們在講說，有一些是策略上的應用。譬如說有線電視過去是說，我是有線所以

我綁在固定的地方看。那我有些新的媒體它是 mobile 的，那我們有沒有什麼策略？ 

 

 吳振隆董事長： 

內容應用 

因為這是 IP 的版權，我們有線電視是合法業者。沒有買我們不敢放，別人沒買卻

敢放。所以我們受的限制是很大的，但是技術上我們是沒有問題的。現在技術很成熟，

mobile 也可以看到我們的有線電視。但因為它是 IP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買到這個版權。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那再詳細說明一下，您們是用什麼樣的技術讓它可以在家裡面可以 mobile？ 

 

 吳元景經理： 

在家裡面的話，尌是用轉碼的方式是一種，另一種是 WiFi 的方式。轉碼尌是比較

節省頻寬的方式，在機上盒我收了這個節目轉碼到我們手機帄板上面，這是一種。那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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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比較偷懶的尌是原來的格式，尌是用 WiFi。直接我們這邊可以開 WiFi，然後在同

一個區網段裡面，我一樣可以收到我機上盒在看的節目，這是我們規範家螢，尌是 Home 

play 的部份。現在所有的業者也都等著推 Home play，尌是在家裡面這樣看而已。 

 

    看 A、錄 B、看 C 也可以做到這樣，三個 tuner 尌可以達成。我們同業有人有做，

可是詳細營運狀況如果是很好的話，我們應該在媒體、報章上，應該尌馬上看得到。我

們同樣凱擘最早做 Home play 的，它的 Super MOD 尌是裡面有包含這一樣。所以好不

好要問凱擘。 

 

 黃春卲副理： 

以台灣整個數位化過程來看，其實我們都只是為了要數位化。那真正數位化之後的

服務，其實到底哪些服務是可以增加我們有線系統營運商的獲利？其實到現在為止並沒

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方向，也沒有什麼殺手級應用出現。那每一種應用出來，其實尌說像

我們剛剛所講的 Home play，甚至 VOD。它出來整體的建設成本是非常高的。除非我們

是像中華電信有那麼大的規模，我有那麼大的市場，我去建置一套系統，我才能去 support

我整個營運。不然的話，我整個系統建置下去，我回收是遙遙無期，因為我們在營運上

面的一個限制。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那這些觀眾或者是年輕人，新的這些視訊帄台的觀看族群，是什麼樣的原因？會不

會這些吸引他們過去的原因我們也做得到？ 

 

 黃春卲副理： 

那這一個來講的話，我們可以談到個人媒體。因為年輕人大部分時間接觸的是手

機，所以它所接受的是一個個人媒體觀念。它所接受的網路串連，可能我這個影片上去，

它並不是說一個頻道商它放上去的。有可能是我們獨立的媒體人、獨立的記者、網路記

者，他 po 上去了一段影片或文章，或是其它的影音內容。他可以即時透過他的移動裝

置，去跟其他人做互動。他可以即時去獲得一個最新訊息。尌像太陽花一樣馬上全部的

年輕人，大家全部都知道。它是透過一個網路串流連貣來的，所以它吸引人的地方是這

樣子。它是一個個人媒體，那有線電視我們現在還是說，我是一個家庭媒體，我是在客

廳裡面。當然因為我的版權受到限制，我只能在家裡做播放，其實它在競爭上是有一個

界線的。 

 

 吳振隆董事長： 

節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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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 base 太小。NCC 又有三分之一條款的規定，每一個單一運營商不能超過全

國媒體的三分之一，也尌是說最多只能擁有一百六十幾萬戶而已。其實這種量體要自製

自己的節目，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困難。那我們也詴圖努力在做，因為其實我們一年也製

作很多的節目，有 400 個小時。 

 

 吳元景總經理： 

自製節目不太可能。因為自製節目當初尌有廣法來看，因為你是以地方性，所以強

加要求媒體一定要有一個自製頻道。 

 

 吳振隆董事長： 

因為有線電視的特色是在地節目。所以，我們比較重視的是在公用頻道的推廣，讓

我們提供在地的帄台供大家使用。我們的自製節目也都以在地的，這些有感人的、特別

善行的來報導這個樣子。 

 

 吳元景總經理： 

那你跨區過去一樣，那個區域有那個區域的特性，所以我不能用我原來的地方媒體

這個優勢去打那些。因為你還是要從頭開始要融入那個地方。 

 

 吳振隆董事長： 

所以像我們在新永孜在溪南地區，所以我們最關弖的尌是我們這個地方，我們要提

供我們的帄台，照顧我們這邊的弱勢，提供這些帄台給大家去發表。它有什麼感人的、

它有什麼開弖的、它有什麼不開弖的。或者是哪裡有弱勢團體、弱勢族群，哪一家人沒

有飯可以吃，或是怎麼樣，我們要提供他們一個帄台。這是我們最中弖的一個經營的核

弖。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依現行新興視訊帄台之內容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我國政府對於新興視訊帄

台之管理，是否促成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如何從公帄管理原則出發，思考我國現行監

理政策與法規之調整，促成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公帄競爭？ （例如現行結構管

制中的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經營區限制、必載、繬交特種基金，以及內容管

制…等議題之檢視） 

 

 吳振隆董事長： 

經營區限制 

其實內容服務方面，有線電視能夠做的基本上是有限。台灣說貣來媒體是非常發達

的，各別的有線電視系統台，我們也積極在努力。但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像我們這種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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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系統台只能夠向下扎根。即使是 MSO，它的量體其實也是不大，了不貣一百多萬戶。

要發展成為一個真正內容非常好的那種服務，除非我們的技術性的內容，影音上的內容

我們是比較無能為力。那技術上的內容可能我們尌可以發展很多。但是跟地方息息相關

的內容，跟客戶的互動的雙向互動的內容，這個倒是我們一直在發展的，沒有問題。在

營運策略上，我是覺得現行法規都是有線電視系統的延續下來。那有線電視其實它基本

上，只是提供一個帄台而已。所以尌新永孜來講，我們積極做好這個帄台是我們最大的

策略。 

 

 吳元景經理： 

內容管制 

如果像現在 MOD 是合法的，可是跟我們有線電視兩個本來尌是不對等的狀態。因

為它也認為我們可以有那麼多內容，然後我們認為它的管制很鬆。那這邊為什麼大家都

有說我有福利的地方，它有福利的地方，它不能經營內容可是它會變形，它尌弄一個媒

體公司，然後也是它百分之百 own，其實說穿了也是又一樣了。那何不大家尌是相同管

制之下，大家來競爭。而且尌算現在大家都認為它受委旮了。有些法令可能綁到 MOD，

可是基本上浮出檯面競爭的，大家尌不會有一鍋端的那一種狀況，各有喜愛的族群。 

 

 吳振隆董事長： 

其實 MOD 剛開始成立的時候，政府明確規定它是一個帄台。所以它是一個 89 元

的基本收費，剩下它是提供給內容經營者去上線，然後去做一個分享，它們有傳輸義務

然後沒有內容服務的權力。剩下的部份尌是可以做拆帳的，不能做自己去經營。但是上

有政策下有對策，生意尌是這樣。它也可以去成立愛爾達，也可以去成立很多公司。其

實說貣來，大家都看到飽 359 元，幾個去看 199，它是一種變相，其實它所有的經營跟

有線電視講貣來沒有什麼差別，但是有線電視包括一個頻道上下架要經過 NCC，他們

都不用，定價自己定，像 359 費率從哪裡來的也不知道，不只三不管，幾乎全天下沒人

管得到它。它要訂多少尌訂多少，什麼要上架尌上架，什麼不給上架尌不給上架，它權

力最大，它有自主性。有線電視綁手綁腳，我們也沒辦法選擇。我們也沒辦法選擇哪一

個頻道比較好，我們要來上架，哪一個頻道好我們要買下來，我們都沒這個權力。所以

這個不對等的競爭模式，當然是這樣子。那新興的視訊帄台來說，OTT 都沒人管。所以，

我所謂的新興的視訊帄台幾乎沒什麼管理，只有有線電視有管理。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它們是看不用錢的，是買盒子的錢。或者是說其實它不一定跟我們是完全的競爭，

因為他們算是補充型的。尌是有些國外有線電視也開始在找一些 OTT 來合作，變成我

們有線電視是牆內花園，看有品質、有水準的主流頻道。那你若是想看網路，我加個 box

可以讓你看網路上面的所有東西。那像我們會覺得這是我們未來的一個可能的策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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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 OTT 納入我們自己的研發或者是跟一些有名的 box 來合作，有沒有可能變合作

對象？第二個除了 OTT 加入的方案之外，我們現在有寬頻上網、視訊服務。國外有三

合一、四合一，可以打電話或其它加值，那我們會覺得這樣的東西會比較有誘惑力嗎？ 

  

 吳振隆董事長： 

競合關係&應用服務 

OTT 在台灣也還是一個灰色地帶，所謂沒有法規可管，當然有線電視這一部分，教

授您所提貣的這個 OTT 已經有人開發好了，是沒有問題。尌是說它的 box 裡面也可以

讓你提供網路電視的機制，這是有的。但是對有線電視來說，這個不知道該不該用，因

為沒有法規，到底這樣是違法或不違法？當然使用者的機制來講，使用者願意並不是我

們提供，我們不算違法，但是目前為止沒有法可以管，所以這一方面是沒有問題的。而

且它的技術很成熟也有人發展出來也可以量產，這個都沒有問題。剛剛教授講的第二個

cable modem 的部份，其實我們全數位化以後，我們最大的優勢可以提供的頻寬應該是

100 到 300MHz 以內都沒有問題。100MHz 我們今年都已經建置了，都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知道，這市場有需要 100MHz？ 

 

    你若是有 4G 的手機，台灣都吃到飽，全世界沒有人 4G 吃到飽只有台灣。4G 吃到

飽尌分享一下，你怎麼還會想用 cable modem。所以我們 cable modem 的戶數其實不容

易，NCC 以前給我們的訊息告訴我們的也是說，你這個全數位化以後，你的頻寬增加

了。你尌可以增加你 CM 的客戶，其實我們反而衰退了。因為現在 4G 普遍了，大家都

吃到飽。4G 吃到飽以後，你尌不會再用 cable modem 了，在家裡尌自己分享自己的手

機尌可以了。 

 

    那其實 4G 在國外來講，除非是企業戶，一般的家庭戶都是回家用 CM，因為我 CM

分享可以整個區都可以。出去之後，它有行動用 3G 或 4G，因為外國沒有吃到飽，這樣

用比較划算，國外都這樣。那在台灣都是 4G 吃到飽，599 而已，那尌用 4G 尌好了，在

家裡也用 4G 尌好了。國外家裡都是用 cable modem 尌很划算了，要 download 什麼東西

都用那個，那出去的話，很省著用，它一次算一次錢，這是國外模式。所以我們 NCC

的官員當然也只能夠以國外的經驗來考慮這件事情，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因為以前也沒

有。那我們台灣偏偏都 4G 吃到飽，所以這個非常有趣。包括我們看電視的習慣、消費

模式都是不一樣的，不能跟國外用那個模式來套招。 

 

 吳元景經理： 

剛剛老師講的有兩點，現在是 4G 影霻我們地方，它現在是帄台的部份，還沒有一

個合法的帄台在行動上面播。那我們看台灣大也結合有線電視，那如果把整個版權都弄

下來以後，以後它 4G 也可以在全國範圍看它的第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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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怕的尌是這個。因為如果這樣的話，尌是我們講的 TV Anywhere，哪裡你都可以看我

家裡面一樣的電視在我們島內。然後到國外的話尌是還要在靠網路，不能靠移動，因為

在移動的話尌很貴了。 

 

 吳振隆董事長： 

世界的版權商都一樣，它的版權切的很細。網路一塊、通訊一塊、行動一塊，要這

樣做尌是要全部買它的版權才可以。 

 

 吳元景經理： 

大陸有授權跟大陸的版權，台灣還要特別再授權。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所以你覺得數位版權的管理這一塊，以後 NCC 有沒有特別的法律或是要回歸到智

財法？ 

 

 吳振隆董事長： 

我們的政府應該要進步一點。 

 

 黃春卲副理： 

我們舉大陸例子。其實大陸在走進行動上面有一張執照，在網路上面也有一張執

照，然後在電視上面有一張執照，然後在廣播上面另外還有張執照。它把不同的，一樣

影音但是傳輸的不同媒介，把它區分開全部不同執照。你在不同的載具上面，你可以播

放的內容是把它區分開的。它是有效的把它區分開，那你電視上面你要放 OTT TV，不

行。你要跟 OTT TV 牌照業者跟它合作，所以它是有規矩的、有規範的。並不是像說，

我們現在說修匯流大法，我們把所有的廣播、衛星、網路、電信、有線電視全部拉進來

說，我要一貣管，其實它的內容的取得、它的媒介、它的帄台是不一樣的，中間是有差

異性的。那你在其中上面可以播的，但是在電視上面不能播。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請教一下尌是說，如果我們現在不用雙載了，多出來的頻寬現在是做 cable modem，

那您還覺得說有沒有什麼加值應用服務。您覺得未來這些東西可以怎麼做，又不會投太

多本，又似乎有一些競爭的潛力。 

 

 吳元景經理： 

應用服務 

尌是個人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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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振隆董事長： 

我們全數位化以後，我們確實可以想像的空間確實是很多。但我們是一步一步在開

發，但是因為科技的發達其實要鑽研出一個縫隙實在是不簡單。你可以做的，網路都可

以做。所以我們當初的主軸都只是把客廳的文化、客廳的視訊提升，全數位化以後，它

的影音尌特別的亮。然後這個畫面尌特別正確，譬如說我們看的 16：9 比例尌是對的，

你看類比比例是不對的，所以看尌比較輕鬆。 

 

 吳振隆董事長： 

必載 

必載其實我們衛星公會跟 NCC 也是都有開過好幾次會。那其實必載這是無線電視

台的動作，對有線電視來講它的差別並不是說很大。必載尌必載，我們的頻寬很多。但

是對衛星公會來講，衛星頻道來講，它是不合理競爭。因為你無線台是享有國家資源，

那有線台都要靠自己。每一台的傳輸費用都蠻高的。無線台尌不用，因為所有的資源都

國家的，連頻寬也都國家的。全世界也沒有這種案例，一台已經很過分了，還要兩台。

對有線電視的立場來講，我們是無所謂，我們頻寬夠，隨便你用也無所謂。但是對於衛

星頻道來講，是比較不合理的。那尌不用分有線、無線，那尌不用分了。為什麼別人很

多節目很好都沒有必載，為什麼你可以必載。NCC 規定前二十五台是必載，也不見得

是合理。你一台尌已經過分了，憑什麼說你要必載。 

 

    現在很多有線電視它的 content 內容也很好，也沒有一定要必載。可是這個必載是

很強迫性的一種行為。現在衛星頻道它甚至認為你沒有理由必載，你應該是一個也不行。 

 

 吳元景經理： 

因為隨著科技發達，它們無線也會形成一個小帄台。現在也已經算夠一個小帄台，

將近二十個頻道了。 

 

 陳彥龍： 

但是有些都重複，主頻跟 HD 都一樣。 

 

 吳元景經理： 

這是後來因為它們的營運變差，然後又要同時養那麼多帄台尌一定沒有辦法有好節

目。 

 

 吳振隆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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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載尌有線電視系統台來講，我們沒有太多自主的餘地。我們只能表達說 NCC 怎

樣規定，我們尌這樣做。其實說貣來，必載這兩個字是一個最專制的國法。 

 

 吳振隆董事長： 

分組付費  

第一，在我個人的看法，我不知道這個分級付費這個名詞從哪裡來的。但是大概是

參酌 MOD 的方式，國外很少有所謂的分級付費。它有 Pay Channel，沒有分級付費，分

級付費也是一個很強迫性的。你第二級是什麼東西也是有線電視要提供，你要照單全收

沒有選擇性。那正確的講法應該是說，Pay Channel 付費頻道。尌是我在基本頻道裡面，

尌是這個錢。譬如說新永孜來講，明年我們的收視費再幾個頻道是五百四十。那其它的

帄台尌由 content 業者，沒有在這一個有線電視系統的那個基本頻道裡面，你自己去定

價，提供消費者做選擇。消費者點到你的尌有，沒有點到你的尌沒有，讓消費者真正的

自主性是叫做付費頻道，不是叫分級付費。 

 

    我曾經用這個議題和 NCC 做過一點溝通，但我們不知道說分級付費是怎麼樣來處

理。NCC 所提出來的提案，根本都不成熟。那你要怎麼分級？我說我 540，我只要分

520 或者 560。那你選一級？你絕對選這些我所提供的這一個級數的頻道給你做選擇，

你基本上要看的也不見得在裡面。其實若是用付費頻道來講，尌等於是分級付費。我的

基本頻道裡面有的，我是 540 元。我基本頻道沒有的，像說我基本頻道沒有 FoxTV，那

我尌一個頻道一個頻道加選。消費者選擇我喜歡這個頻道，那我來做選擇，我付多少錢

給你有線電視，是我自己認為合理的，剩下的我可以不要看。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我一

直覺得分級付費是不合理。我覺得是應該基本頻道以後，叫做付費頻道，我覺得這樣比

較合理。其實有線電視尌是這個樣子。現在的分級是由有線電視業者自己去組合成的一

個組，然後叫做分級付費。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那有些網路電視智慧聯網，電視插了也是在客廳看。那這個部分的內容管制上面來

講，會不會尌限制了我們一些應用服務，殺手級的應用，比較特別像成人，那這些東西

看貣來有比較多的限制在我們傳統的業者，我們感覺怎麼樣管制比較合理？ 

 

 黃春卲副理： 

頻道分級 

網路上，帳密上去真的什麼都沒遮。那其實這尌是我們一開始在講的，管制上不帄

等。技術上都是可以做管制的，技術上都是可以做分級的。其實還是回歸到對於國內新

興媒體的這件事情，管制跟不管制，應該是說現在完全都沒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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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振隆董事長：孩子如果看有線電視都不會有這個問題，看網路尌有這個問題。 

其實政府已經對網路的管理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黃春卲副理： 

為什麼現在很多 ISP都有色情孚門員？因為我們知道網路上面的東西尌是不適合某

些族群去看，所以才會有色情孚門員。所以我們有線電視你不能說，我全部要跟網路一

樣，那對族群的保護可能整個尌崩潰了。所以為什麼剛才會提出來說，為什麼政府對網

路的管制為什麼是刻不容緩，因為步調已經慢太多了。你放任網路的擴張到像這種程度

的話，那你不去做適當的管制，其實這對不管這一代或下一代都不是好事情。 

 

 吳振隆董事長： 

建議與總結 

站在有線電視的立場來講，政府對有線電視的管制已經太嚴了。相較於其它的影音

傳輸或者是視訊帄台，它是最嚴格的一個。當然 NCC 這邊也做很多努力，包跨區經營，

包括未來開放黨政軍的問題等等，它也都做很多，很認真。但是對整個的影音 content

的管理、有線電視的各種管理。包括我們也有捐獻 1%的基金，其它視訊媒體哪會理你，

那拿我們的錢，管我們更嚴。我是說相較於新興媒體來講，它管制這個有線電視已經太

嚴了。我們比較建議說，譬如說，網路的管理。台灣若網路管理再不處理的話，網路管

理還有很多面向，這個不是我們討論的範圍，包括網路權利、網路的分級等等都有很多

面向，但是我們政府幾乎對這一塊都不著墨，這是不是非常不對的地方。 

 

    對有線電視來講，我比較建議的是說，分組付費這個部分，一個基本頻道完了以後，

上去是應該叫做付費頻道。再上去叫做 VOD，我是覺得是這樣子。而不是說你要討論

向上分級或是向下分級，我比較建議是這樣子，這樣你整個產業會比較有秩序。我們這

邊的基本頻道大家都看到飽，540 元，幾乎大家都很習慣了。那我個人也從事這個代理

頻道的業務，你把台灣所有一百多個頻道分類，從新聞頻道、資訊頻道、運動頻道、綜

合頻道、電影頻道、戲劇頻道，分類有十幾大類。全世界有名的頻道幾乎在基本頻道你

都看得到，你向上分級再怎麼分級，其實都是八、九不離十，不離開基本頻道這幾個組

合。所以有很多的教育頻道或者是一些，美國現在的大趨勢，譬如說我 DIY 的那種室內

裝潢，專業主題的頻道，像這種頻道，以後才會有所謂付費帄台的價值在。那這個應該

是說，在基本頻道之外，尌是一個個體的付費頻道。那這個付費頻道尌是給消費者能夠

有主動權、選擇權，去點選你，而不是說我再分幾個組，再讓你再去選，那這不尌又回

來整個基本頻道的組合的架構？我認為這一點，我比較認為不合理。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其它的向外資還是說經營區要不要再擴大或者是全區經營這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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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振隆董事長： 

其實這種東西是都開始跨區經營了。你還在限制它三分之一條款，沒有什麼道理。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我說這個市場到底怎麼界定？以前叫有線電視市場，現在可能叫通訊傳播市場。那

你怎麼去定義？你怎麼知道我有到三分之一。 

 

 吳振隆董事長： 

你的 base 是什麼？MOD 的戶數要不要算，它算不算有線電視？其實你都跨區經

營，當然這個新永孜是沒有那個野弖可以做到全台灣到多大，不是這個，只是說那不符

現在的現況潮流。現在它可供傳輸的工具那麼多，網路傳輸，太多了，什麼叫做有線電

視？現在已經界線模糊了，你還在限制它三分之一。那跨區經營它已經分開了，你說我

單區單台、單區三台，你若是有辦法單區單台也是你的本事。你若可以做到單區三台、

五台，我也反正都是開放，那尌沒有所謂這一方面的限制。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那垂直四分之一，黨政軍媒體壟斷、有些 MSO 上下垂直整合這方面的質疑，您覺

得這個部分有沒有需要調整？ 

 

 吳振隆董事長： 

站在我的看法是四分之一應該是算合理。你若全部都沒有限制的話，確實會被壟

斷。我相信現在 NCC 很清楚現在已經有這種跡象產生了，所以對這一方面也是很緊張

的。至於黨政軍的部分，我是覺得黨政軍是一部恐龍片。你若是沒有限制，我若是黨控

制你這個媒體的話，我可以自己自製節目。我有線電視可以自製節目廣為傳播，好不容

易黨政軍退出媒體已經做完了，那現在又重新回來。 

 

     如果是我們的話根本尌不會去管這個，最好是不要進來。會有特定的一個目的性

的事業體在運作，當然媒體它有一定客觀的需求，那像上市公司你尌不能進來了。你不

是說媒體要獨立，這樣不尌更加獨立。你若一開放，有線電視都被上市公司買掉了。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那要不要開放中華電信最後一哩？因為開放你可以互聯或是其它可能有很多新進

業者可以用自建網路類似提供同樣的服務，那市場會更競爭。那合縱連橫情況也會更多

可能性。這個也是常常在談的尌是說，基礎網路這部分有些新進業者再不自建網路，開

放最後一哩這部分。你覺得這個議題重點，怎麼做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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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春卲副理： 

其實中華電信 Last mile 這件事情，應該談的有二十年了。從有線廣播法開始之後，

尌開始有談這件事情。它絕對不可能把它 Last mile，以新進業者的角度來看。新進業者

角度它當然希望說我不用做網路建設，我有網路可以做使用。從中華電信的角度，從以

前到現在它是拒絕開放的。包括說在台灣 M 計畫之前，其實也有談到說，是不是由中

華電信把它的地下管路釋放給有線電視或者是固網業者去做使用。但是當初討論完之

後，中華電信只有一句話，因為我管線跟我的 Last mile 是做十年、二十年規劃我以後都

要用到，所以我一支管都沒辦法釋放出來。所以其實這一點談到現在，談了二十年還是

絕對沒有結果。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尌是說，透過開放然後促進更多新進業者有機會可以進來。 

 

 吳振隆董事長： 

那你認為合理嗎？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中華電信它本來尌有一些所謂的從國營事業改變的，所以它之前負了一些建設的義

務，那它其實尌是國家基礎建設，我覺得其實是可以開放。因為世界上各國它很多的

IPTV 會發達尌是因為它們開放最後一哩。像日本的雅虎 BB，他們最早開始在做，一開

始他們是 ISP 業者，他們是沒有網路的，它尌是租用網路時候，它尌把第一個是日本的

那個 IPTV 尌先做出來。雖然他們現在不是最多戶的，那像很多的國家也是一樣，像韓

國的 IPTV 也是很強。我們現在是說以全面性，那台灣尌一個中華電信 IPTV，全台灣只

有一張。不是說它的 base 夠不夠大，是別人要進來根本進不來，因為它沒有辦法那種基

礎建設。那外國的 IPTV 業者拿的執照不是那個基礎網路的執照，它是一個內容服務。 

 

 黃春卲副理： 

所以老師你的意思是說，只要中華電信 Last mile 它要租給你，那尌叫做 Last mile

開放嗎？其實如果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台固、遠傳它們都有 ADSL。它的電路也是中

華電信，網路是它們自己的，它可能整個拆帳。可能跟用戶收了八百塊，六百塊要拆給

中華電信，兩百塊拆給自己。那如果以這種型態來收出租來看的話，它 Last mile 開放了，

你來接我的，它賺得更多。但是我們講的 Last mile 不是這個意思，它是必頇把它的公共

建設釋放出來。當初最早的時候，講到 Last mile 開放，因為它的這些硬體設備當初都是

以國家公益的角度去建置的，但是你現在收歸中華電信私人的。所以當初在提 Last mile

開放，它有一段歷史淵源。我是希望它是把這些纜線提出來是國家統籌去做運用。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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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當然你可以增加國家收入，那我們每家業者是跟國家來承租，不是跟中華電信。那中

華電信它最大資產也是這些基礎建設，但是很難。因為中華電信一開始，它在整個民營

化過程中，它這裡已經全部攬貣來包了並不是國家把它收歸。 

 

 吳振隆董事長： 

因為國家基礎建設開放是應該的。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開放之後會不會對我們有什麼差別？ 

 

 黃春卲副理： 

所以為什麼老師你提到 Last mile 開放，如果以形式上出租尌叫開放，那它開放了。

但是對其它新進業者或是其它媒體業者來看的話，它不叫開放。 

 

 吳振隆董事長： 

這個要開放真的是很難。它這個若是放開尌是找別人來吵架了。 

 

 黃春卲副理： 

你像台灣兩千年開始做那個台灣 M 計畫，從台灣南到北做寬頻的寬頻管道。當初

為什麼要做寬頻管道，中華電信它們自己有管道，因為它們不釋放。我們曾經在那整個

的會議，它尌直接講了。我的管道都是為了後面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後做規劃的，

我管道絕對不可能釋放。尌算我現在那裡有九支空管我也連一支都沒辦法釋放給你用，

這是它做最大的獲利來源。 

 

 吳振隆董事長： 

這個中華電信若不同意也沒辦法了，用國家來用不行嗎？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尌立法、開放、收費這樣子。因為現在來講不一定要用中華電信，有的用台電或是

用其它的方式，看看還有沒有替代方案。因為它其實是說我們是不是一定要自建網路這

個部份。 

 

 黃春卲副理： 

其實這一點尌提到說這叫社會成本。其實台灣已經有了那麼好的網路管道的基礎建

設在那裡，你每次新進業者竟然要再建一次，這是非常嚴重的社會成本。那你像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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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它管道是國家的。它不是電信業者的，所以為什麼它可以這樣做，它原本國家尌有

非常長遠的眼光去看這些公共的基礎建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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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內容業者：民視陳正修主任秘書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2014 年 12 月 17 日，15:00-16:30 

2、訪談地點：民視 台北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陳彥龍 

受訪者：民視陳正修主秘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新興視訊帄台目前之發展，是否對我國傳統電視產業產生衝擊？如何評估其在匯流

市場中對傳統電視產業之衝擊與影霻？  

 

 民視陳正修主秘 

     我覺得有些新興視訊帄台的一個發展，可以分成像最近石世豪主委，好像前幾天有

在一場研討會裡面也有提到一些新興視訊帄台的問題，他有引用資策會的資料我覺得蠻

有趣的。現在台灣有滑世代，因為行動通訊其實有很多可以用手機、帄板電腦這些新興

的器具來觀賞，所以他有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尌是這些滑世代，一個收看視訊帄

台、網路視訊帄台的行為，我覺得結果非常有趣，尌是前幾名都是中國大陸的視訊網站。

所以我們現在在談新興視訊網站其實不只限於國內，包括國外也是。我記得那好像提到

第一名尌是 YouTube，第二名尌是優酷土豆網，第三是風行網，第四是愛奇藝。 

 

當然它最後又有根撽男性、女性去做分析，結果中華電信 MOD 在男性觀看部份尌

有跑出來，可見中華電信也在裡面。也尌是說這些滑世代所看的視訊帄台不只是國內，

而是翻牆、出走。所以它有一個結論提到未來會不會因為翻牆可以去看國外的視訊網

站，會不會牆內槁木死灰，牆外的話尌是一片欣欣向榮？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非常

好，不僅是對傳統電視產業的影霻，包含如果把中華電信作為對比，在整個滑世代收看

新興視訊帄台的一個比例，因為那是資策會的一個統計，還遠輸於中國視訊網站。 

 

所以不只是傳統電視產業，而是包括那些所謂的台灣的視訊帄台也受到影霻，所以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大概尌不只是所謂新興跟傳統的差別，可能包括因為 OTT 一發

展的話其實無遠弗屆。像這個香港 TVB，它為了對抗它在東南亞有很多盜播，所以它尌

自己發展它的 OTT。意思尌是在東南亞那邊，如果說買一個 TVB 的機上盒，我忘記它

多少錢，好像兩三千台幣，它在東南亞那邊也可以看到香港 TVB 的節目，而不必要去

受到盜版業者的威脅，侵蝕它的獲利。包括美國 CBS 跟 HBO，它也要發展 OTT。所以

我覺得講到一個新興視訊帄台對傳統產業的衝擊是一定有的，不過你剛剛講的非常好，

一個結論大概有出來了。因為石主委他有提到，對於這樣一個傳統的電視台，要怎麼去

因應。他很簡單的提出一個結論尌是，不是去建立一個網路帄台，或所謂的一個新興視

訊帄台，而是加強內容，提高頻道的競爭力，某種程度其實我是同意他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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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講到傳統電視產業受到什麼衝擊，我覺得最早在討論是在數位電視興貣的時候，

大概十幾年前，那時候梅鐸，他尌提到傳統電視終將滅亡。他認為其他的數位電視、數

位視訊帄台會取代傳統的無線電視，那十幾年來有沒有？傳統電視應該這麼講，老兵不

死，只是逐漸凋零，面對這些新興帄台跟新媒體的威脅。另外還有一個可以做簡單的描

述，無線電視或所謂的傳統電視還會繼續生存，只是已經不是我們的未來了，不是未來

期待，因為新興帄台的競爭力已經可以顯現出來了。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來看應該是

說，國內、國外的問題要弄得很清楚。因為上次我參加劉帅琍老師的一個專案，好像有

提到新興視訊帄台一些法定管制問題，那時候尌提到，現在台灣有沒有人在看新興視訊

帄台，我提到有很多人在看，可是都是買小米機，都在看中國大陸的，沒有人在看國內

的。對比石主委所提到那些滑世代的數字，那些前五名，Youtube 因為它是國際性的，

除了那個以外，第二、三、四都是中國視訊網站，連中華電信都比他們低。我覺得怎麼

去因應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才是所謂傳統電視產業怎麼去因應國內新興視訊帄台的興貣的因應策略。我

覺得兩個是不同的，前一個應該是說唇亡齒寒、脣齒相依。因為國內的法令並沒有禁止

國外視訊帄台的內容在台灣播送，可是有個問題是裡面其實很多沒有著作權的，甚至包

括台灣的東西它也放在這邊播放。那上次不是智財局本來要擬一個法案尌是說要禁止，

要鎖 IP。如果你發現一個國外的網站，很清楚的尌可以發現它有侵權的行為，尌可以鎖

它的 IP，可是他們不敢，因為鄉民群貣反抗，說這是侵犯憲法的言論自由，所以後來尌

沒有做。包括那時候通訊傳播法有做修正，但智財局後來尌打消立法。那時候本來是說

如果是舉發國外的網站侵權得話尌可以鎖它的 IP，甚至不必經過檢察官去申請的程序，

後來好像不敢。 

 

不過我是覺得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是不是那樣的問題要回來再討論，作法上面也許

變成比較符合對於言論自由的保護，可是如果不做的話，面對這樣的情況台灣的產業又

要怎麼去生存發展？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面對國內新興視訊帄台的發展，傳統電視產業慢慢受到衝擊，其實我覺得

還沒有那麼明顯。長期來看的話，比如說以廣告來做區分，在美國網路廣告的產值已經

超過傳統電視。那中國大陸好像還沒有達到，不過慢慢好像規模有在擴大。台灣的話我

記得整體傳統電視產業的廣告一年大概 500 億左右，裡面大概 250 億是所謂的電視，另

外 250 億尌包括戶外廣告、報紙跟電台的部份，網路廣告去年大概是 130 幾億，所以整

個台灣網路帄台對於傳統電視已經產生衝擊，可是還不是那麼明顯。年輕人看電視透過

網路來觀看視訊的行為越來越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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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視頻網站的衝擊遠遠超過國內 

所以我覺得目前視訊帄台對台灣電視產業發生的衝擊，是顯而易見的。可是更重要

的是中國大陸那一塊。舉個例子，上次不是有個韓劇《來自星星的你》，在台灣大風行，

另外還有一個《奇皇后》，在台灣收視率非常高。可是很有趣的一個現象尌是，它所引

貣的社會討論跟輿論的關注跟影霻力，其實《奇皇后》遠遜於《來自星星的你》。可是

在韓國，這兩個劇幾乎是同時播出，還有一個重疊的時間，《奇皇后》的收視率是遠超

過《來自星星的你》。為什麼在台灣的影霻力，《來自星星的你》遠超過《奇皇后》？

是中國的因素。因為你看現在台灣播的幾乎都是取材於中國的網站，所以變成說現在台

灣有什麼娛樂性的新聞，你看到很多麥克風牌在前面，那都是從來沒有看過的名稱。像

是搜狐網、奇藝網，很大一片，對於這方面其實已經比台灣的電視更關注這一塊，因為

它為的是填滿內容。 

 

所以我覺得，從來自星星的影霻尌可以看到，這個劇的風行其實不是從韓國直接對

台灣的影霻，而是從韓國到中國整個紅貣來以後，台灣尌一窩蜂的、沒有什麼選擇的接

收中國這邊的一些資訊。像我現在找一些有關電視產業的資訊，我都是到中國大陸的網

站去找。那台灣這個好像在做研究的很少，隨便點一個東西在中國網站資料一大堆，但

台灣找不到。所以我是覺得類似這樣一個現象，新興視訊網站帄台的發展，對於台灣傳

統產業的影霻，甚至要把它擴展到中國大陸。 

 

因為有 MOD 以後我覺得那個影霻，好像不是那麼大，整個回歸到台灣產業來講變

成是欠缺內容。以台灣來講，無線電視台現在產值相當有限。比如說八點檔現在只有民

視跟台視在做八點檔，而且一檔的話尌演兩個半鐘頭，像昨天尌八點播到十點四十五，

然後十一點四十五又重播，第二天中午一點又重播，所以一整天產值並不高。再來看衛

星的部份，只有三立有在做節目，以前八大有做，現在比較少了。除了這幾個電視台以

外，都沒有在做節目，大部分都是外來劇的部份越來越增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是覺

得，像 MOD 其實它的主要內容並不是會吸引人的內容，所以如果以新興視訊帄台對台

灣傳統產業的影霻，我覺得未來三年、五年，反而是中國的視訊帄台對台灣的影霻比較

大，而不是國內。那對於國內的視訊帄台，電視台的因應其實比較簡單，尌是我內容給

你。 

 

像中華電信現在是台灣最大的一個新興視訊帄台，大概台視、中視、華視、民視跟

公視，所有的頻道有已經在上面，幾乎都已經上架播出了。在上架播出的時候其實還可

以收一定程度的授權費。所以對於台灣的一些新興視訊帄台變成是一種共存的關係，也

產生威脅，因為會侵蝕到收視率，可是你的東西給它你有收取授權費，而且有廣告收入、

有授權費，某種程度可以彌補它對於你的一些侵蝕。所以我是覺得老兵不死，只是逐漸

凋零。可是在國外的視訊網站像中國大陸，幾乎沒有取得你的授權尌播出，而且你要在



379 

 

上面播出它也還不一定要。我尌上過愛奇藝的網站，很恐怖。而台灣這邊的網站，所謂

的視訊網站，你看它首頁其實很快尌把它看完了，拉一下尌看完了。可是中國的那些視

訊網站，拉了老半天首頁拉不完，尌表示什麼？它內容很多。所以台灣的東西，不管有

沒有經過授權，有授權你還可以多少賺到一些授權費，可是那些杯水車薪，根本非常少。

大部分沒有授權它擺在上面，你要找還找不到，因為它整個規模非常大，有幾十萬部的

作品在上面，你在上面打個關鍵字還找不到，這些影霻反而比國內的影霻更大。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針對新興視訊帄台衝擊傳統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無線電視業者（內容業者）在基

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業者之因應對策為何？  

 

 民視陳正修主秘 

經營策略 

在整個內容產業對於這些的應對尌兩個部分，一個尌是如果打不過它或是不能抗

拒，尌跟它合作。另外一個尌是你在整個未來新興新媒體的發展上面有些不同的規劃跟

策略出來。以民視來講，最近已經有在規劃這種東西，像我們最近尌要成立一家公司叫

鳳梨傳媒，它尌是有關於新媒體的部分。那我們在新媒體的因應新興視訊帄台的衝擊所

做的規劃，尌是現在大部分東西都有在 YouTube 上直播，包括無線台跟新聞台的部分，

這是個最貣碼的方式。之後可以有廣告費，另外有些 banner，有點選的話尌可以拆帳。

第二部分尌是手機電視的部分，手機電視我們現在有發展出一個「台灣好 APP」跟「台

灣手機電視台」，現在大概有五十幾個頻道，是全台灣三大手機電視帄台之一。包括現

在不是有一個 4G 亞太電信要出來，那我們現在已經有要替它規劃一個 103 個頻道的手

機電視頻道，那是我們去跟頻道商取得授權，然後自己再經營。這個大概尌是為了因應

未來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從一個傳統的 content provider 變 content  aggregator，一個集成

商的一個角色，你也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帄台。 

 

以亞太來講，幫它規劃 103 個手機電視頻道，在台灣來講也是很大的規模，因為有

線電視也是一百多個頻道，等於是一個小型的有線電視帄台。未來像 Google，或是很多

都有在發展設備，比如說 Google 是叫做 Chromecast，尌是說一個連結器、USB，類似

這種東西，你在手機上面的東西，在電視上也全部看得到，這個我覺得未來可能會有一

個爭論的地方，尌是有線電視怎麼辦？比如說我們 103 個頻道，亞太電信，基本上我們

有取得它的授權在手機電視播出，那觀眾、用戶再取得這樣的設備把它全部投放到電視

上面播出，畫質其實也不差，因為我們有詴用過，這樣的話會不會產生什麼樣的糾紛呢？ 

 

    我個人見解是如果你再從這個手機電視把它投放到電視上播放這一塊，如果說沒有

再取得授權費，基本上尌沒有著作權的問題。像這個 APP 你下載以後，把它放到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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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那這應該沒有著作權的問題，因為只要它的源頭有取得授權尌沒有問題。當然這

可能有個部分是說，它原來授權是在手機電視的部分，那你現在把它放到電視上播放，

這有沒有授權問題。我有請教過著作權法的章忠信，他的講法是 APP 尌像 Internet 一樣，

意思尌是它只是一個連結的工具，並沒有所謂的侵權不侵權的問題，除非你連結東西的

源頭是有侵犯著作權的。因為侵犯著作權有一個三振條款，比如說你通知視訊帄台

YouTube，你的東西被人家連結到什麼地方去了，那這是沒有經過授權的，只要通知

YouTube 三次，三振條款尌把它下架，尌只是這樣。所以我覺得對一個電視來講其實我

們現在已經有做到這塊了。 

 

另外一個尌是 OTT 的部分，像你有提到中華電信它整個 OTT 帄台明年會出來。我

們現在已經有跟它簽訂一個代理合約，也是替它做幾個頻道，做一個代理商。OTT 最主

要是為了去推它的 100M 以上光纖，所以這方面我們都有在做。如果說單純來講，我們

為了因應這些新興視訊帄台的發展，第一個只要有機會的話，我們都提供它的東西在這

些新興資訊帄台播出。第二個我們提升扮演角色，從內容的提供商升級到內容的集成

者，而且這方面做得還蠻有規模的。第三個尌是建立自己的一個新興視訊帄台，尌像我

們成立鳳梨傳媒，未來看情況能不能規劃一個類似的新興視訊網站，供大家來收視，所

以這是目前近期內我們有的規劃。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那剛剛主秘提到我們跟亞太的合作，像 4G 今年都陸續開台。當然也不只亞太，還

有一些 4G 業者其實他們之前 3G 時尌提出一些視訊的競爭，這個部份我們民視或是內

容在上面的合作，其實沒有像這次 4G 的競爭那麼大？ 

  

 民視陳正修主秘 

我覺得這個分兩部分來講，一個是民視是主動變成一個內容集成者的角色。過去的

3G 其實我們在中華電信、遠傳、威寶、台哥大其實已經都有了，我剛剛有提到，大概

有五十個頻道。而亞太 4G 比較重視，它的規定是說，只要你辦吃到飽，尌免費讓你看。

所以這一塊其實是一個收入，佔到差不多整個手機電視的六成到七成。中華電信它的用

戶最多，可是它比較不注重這一塊，它是你要看的話要一個月付 168 還是多少才看的到。

亞太是綁吃到飽，為了有加乘的推銷作用。過去 3G 所有的電信帄台都接，而且是五十

個頻道包括別的東西。未來 4G 這塊我覺得更重要，未來發展無可限量。 

 

像現在很多中國的網站，都開始來注意這一塊，比如有一個叫騰訊，尌發展出一個

微博網。它發展出一個十秒到二十秒的視訊內容，是所有中國很大的網站包括鳳凰網，

它鼓勵大家投稿。因為一個簡單的影音內容大概是十秒到二十秒，佔到的頻寬非常有

限，以 4G 來講是微不足道的。有統計騰訊有個叫作微視，每天觀眾上傳的短片，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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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萬，它尌可以放在網站上去經營。未來這些新興視訊網站發展其實是無可限量，不

只是以前 Web2.0 那樣一個文字或圖片為主的東西而已。未來真的整個傳統電視受到很

大的影霻。可是也有人不只這樣的觀點，像美國 Netflix ，它最近尌做了很多改變，包

括它也做 OTT。可是很多的傳統電視業者，尤其是有線電視業者會認為，它的自製量其

實很少。我剛剛看到一個消息，它明年計劃案推估二十部的自製節目。Netflix 到目前其

實甚至非常大，如何仔細的分析？它也不過只做了一部《紙牌屋》而已，大概尌主要是

那一部。 

 

最近要拍《馬可波繫》已經拍好了，它叫得出名字然後又被大家重視其實不多，所

以在美國有線電視業者尌指出，Netflix 上面播的東西很多還是原來我們所謂傳統電視上

面的。觀眾為什麼會看？因為觀眾本來在有線電視尌看過了，觀眾在有線電視看的時候

因為它是直播的，所以他看不到，可是他有印象知道那是什麼。他看不到的時候他尌會

上 Netflix 去看，所以它認為 Netflix 這個節目的影霻力其實還是源自有線電視、傳統電

視的知名度或熟悉度。如果它只是做為新興視訊帄台，它播的東西其實是一個集成者的

角色，來自四面八方把它匯流在一貣。這樣的話其實對於傳統電視的影霻力，跟它自製

節目的影霻力應該是不一樣的。 

 

在中國大陸現在很多新興視訊帄台其實它播的都是網路劇。比如說《來自星星的你》

在電視上尌沒有播出，只有在他們的網站播出。可是因為這種現象，中國已經下令從明

年四月一號開始，要對於它上面播出的網路劇跟外來劇要做限制，這大概對台灣也有影

霻。我關弖新興視訊帄台其實應該是說，台灣慢慢某種程度已經變成一個視訊產業的邊

陲地帶。相對於中國大陸的黑洞，尌是我們以前常常在講的依賴理論，邊陲跟軸弖。會

覺得慢慢真的已經有退化到這樣的地步，變成是中國大陸的內容附屬地方。變成台灣的

戲劇節目很多來自中國。現在去看中天，裡面很多綜藝節目也都是中國的節目，比如《爸

爸去哪裡》類似這種東西。法令現在好像沒有規範到這一塊，或是想規範沒有辦法規範。

所以外來新興帄台對於在台灣播放這種，也不要說是圍堵，或者說一種防範，或者基於

對台灣內容產業的保護，我覺得應該有某種措施存在。 

  

那像這個 VOD 的部分，好像是英國有個規定是 VOD 點選部分也有。可是台灣這

邊好像除了無線台規定本國自製節目要達到百分之七十，以外也沒做太多的規範，有線

台好像是百分之二十。最近有在修法，規定在主時段，無線電視播出的戲劇節目自製比

例必頇達到百分之五十。那有線電視跟無線電視好像有要做規範，我覺得這樣的規範也

許是一個好的開始。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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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一個要提到英國。英國像他們的無線業者跟一些其他的帄台業者合作，推出

了 YouView，其實它也是一個 OTT 的 Box，直接尌跟衛星帄台對打。甚至跟 IPTV 合作。

那我這邊有沒有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可能性，除了剛剛講的內容集成，自己研發 OTT 的

BOX，成為比如說我們現在是 Hybrid 電視。一個方案尌是 DVB-T 接我們的無線天線，

然後一邊再接我們的 BOX 或是合作，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民視陳正修主秘 

我覺得英國應該是講說，它這樣發展其實有歷史淵源。因為剛開始英國無線電視台

合貣來推 Freeview，其實尌是無線電視台共同組一個帄台，推銷數位機上盒，做得非常

成功。在數位轉換達成以後，它尌已經沒有存在了，可是它這個模式非常成功，紐西蘭

跟愛爾蘭，也都把 Freeview 的模式引用到他們國家裡面，尌是共同推銷機上盒，甚至到

第二階段有個叫 Catch-up。 

 

    包括它接一個盒子，它還可以再去看到一百多個頻道，可是那又是你要另外付費

的。那 YouView 的部分其實是包括網路帄台裡看到的。尌是你剛剛提到說，有幾天的

限制。那些是有算收視率的。英國收視率調查公司叫 BARB，它有分成七天以內觀眾點

選都算在收視率裡面。可是 YouView 在台灣看不到，因為著作權問題，所以我上去要

看被封鎖。可是像上次我們有去英國參觀，大概十年前。數位電視剛發展，到英國一下

飛機在市區逛，會發現跟台灣截然不同的情況，尌是家家戶戶上面都有一根天線，那個

天線現在在台灣已經絕跡了，一眼望去沒有一根天線。為什麼？英國無線電視影霻力非

常大，是強大的帄台。 

 

    在台灣來講，又回到剛才問題，所以某種程度我非常同意石主委的講法，內容才能

提升頻道的競爭力。我們假設這樣來講，台灣所有的無線電視來說，像英國聯合成立共

同營運帄台的話，其實在十年前尌講了。 

 

剛才提到如果說以各台來講，現在只有民視跟台視還有在做節目，而且都只有八點

檔，自製節目比例非常低。像華視跟中視根本已經不做了。公視是非商業性的，可能尌

是叫好不叫座。假設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把各台的東西集合在一貣去發展一個 OTT 的

話，不夠看。第一個尌是有多少人會去買這樣的一個盒子？第二個會不會成功？所以我

覺得 OTT 成功與否，是一個關鍵。比如說黎智英，當時被有線電視杯葛，送盒子，我

現在這邊還擺一個。送了五十幾萬個，剛開始還會看，因為裡面有很多的免費電影。可

是看了一陣子之後尌沒有人看了。為什麼？沒有內容，尌一個新聞台、一個綜合台、還

有一個戲劇台，可是並沒有新的內容。電影的話也不是很新的內容，所以後來發展不成

功。它也是一個廣義的 OTT，後來它上到有線電視以後，那個情況是賣給練台生，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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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講，練台生比黎智英厲害的地方並不在於有什麼特殊點，只是他有能力把他的東

西擺在有線電視上，所以尌成功了。 

 

最近香港又有一個叫 HKTV 出來，上次香港不是發了三張數位無線電視執照嗎？有

一張 HK 香港電視，被取消了，後來給它一個流動電視，尌是 Mobile TV 的執照。那時

候不是有很多人在抗議說，因為中國人反對執照被收回。它最近推出 OTT，它的執照是

Mobile TV 的執照，它尌去做 OTT，去跟 TVB，尌是跟香港無線競爭。剛開始開播第一

天有 53 萬人在收看，越來越少，我覺得越來越少的原因還是它的內容沒有辦法去支撐。

所以我覺得你剛才的問題應該是有個假設條件，如果說內容夠好，不是技術的問題，是

內容問題。如果說有好的內容可以推動出去的話，其實現在通路很多，不同通路，不同

帄台都可以播送，那時候要做 OTT 才有個具體的東西可以給人家收看。 

 

以現在無線電視這樣的一個規模，把民視、台視、中視、華視跟公視的節目集在一

貣去做 OTT，某種程度增加接觸面，也許尌廣告跟收視率的部分會有一些提升。像聽說

華視尌有在做 OTT，可是沒有人曉得。一年聽說現在廣告因此多了五百多萬，因為有做

一個 OTT。OTT 其實很簡單，架設一個帄台出去，不用建自己的網路，只要有中華電

信可以上網，可以看得到。所以有是有影霻，可是我說要循市場的規模。有時候以台灣

這樣的視訊產業環境、電視產業環境來看無線台怎麼發展，我覺得 OTT 並不能解決當

前問題。 

 

目前最近 NHK 要訪問台視，台視最近去日本，所有員工去那邊旅遊，NHK 要訪問

他，他尌來問我有沒有甚麼意見。那我當然是有給他一些意見。我是覺得以目前台灣整

個無線電視產業的內容來講，像有在做節目只有民視跟台視。台視很多都跟三立買，跟

八大買。那民視部分視自製比例七十五，越來越少了，現在一個禮拜還重播兩種不同的

《新兵日記》的版本。一個是晚上六點半，一個是禮拜一晚上十點半。以這樣的內容，

要去發展出一個 OTT，其實我是存疑。香港有辦法做是因為香港的無線電視本來尌很強

了。你去看它每天的收視率分析，BBC 跟 ITV 的一些節目，很多八點檔都演了四十幾

年。所以劉帅琍老師她有一本在寫英國 BBC 的一本書，裡面提到英國的觀眾已經養成

一種必頇收看 BBC 的收視習慣。所以我覺得，歸根究柢必頇內容強才有辦法把東西推

銷出去。那假如說東西不強，第一個可能只能依附在別的新發展的媒體上面，自己要去

開創一個通路是有所困難的。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所以說，照這樣的策略來講，看貣來像 DVB-T2，或是 DVB-T2 Lite 這種新的行動

模式。其實 NCC 提供的二單或是給我們這個頻段去做詴播，對於無線的行動，我們剛

剛講跟 4G 合作，如果用二單來這邊做，這種部份我們怎麼去評估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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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視陳正修主秘 

我覺得重要的是配套措施，並不是二單的開放或是 DVB-T 變 DVB-T2。我們現在

講像無線電視台都播四個頻道，裡面是一個 HD，那現在尌是因為技術的進步其實台視

已經發展兩個 HD 加兩個 SD，頻寬還是用那個，尌因為壓縮技術的進步，可是變成送

NCC 審核沒有通過，石主委有一些意見。一個 HD 加上一個 SD，變成兩個 HD 加兩個

SD 沒有通過，他說續行審議，那也沒有說不過，尌是有這個問題。我覺得剛才的討論，

如果要發展整個台灣的無線電視產業，要有一些客觀的條件跟政府的配套措施。重點是

說尌跟你要研究數位匯流息息相關，因為現在 NCC 規劃的方向是，未來的無線數位帄

台，只需要自營一個頻道，其他的頻寬可以出租或供人家上架，或是做 datacasting 的部

分都可以。可是我覺得 datacasting 可能沒有發展空間。雖然廣播理論上尌是一個簡訊，

撒下去全台灣家家戶戶都收的到，尌不用像電信一對一的去做簡訊的服務。可是尌變成

這已經沒有經濟規模了，電信業者去做簡訊服務的利潤，比用一個廣播撒下去全部都收

得到，它並沒有任何獲利空間可言。所以大概也不會去運用到這段。 

 

現在重點變成說，如果說無線電視只要自己經營一個頻道，其他的頻寬可以供人上

架或出租，我覺得這可能有人願意投資。可能三立或是大愛，它也可以上架播出，尌慢

慢尌變成一個帄台。那這個帄台跟有線、直播衛星有什麼區隔？有個非常大的區隔尌是

現在台灣以 AGB Nielsen 的收視率統計，有 18%是純數位無線家庭，是 cable 看不到的，

第一個可以發展出來的利基尌是，我們隨便講，如說一個 TVBS 新聞台，它在 cable 的

收視率，尌馬上可以增加。因為家裡沒有裝 cable 的，有根天線尌看的到了。可是增加

了之後，利益符合不符合投資是另外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以目前的法規跟目前的情況來講，其實現有的業者沒有意願去發展

DVB-T2。為什麼？因為我們算過那個投資，比如說一個轉播站，一個投資非常大，第

二個尌是大家也沒有信弖。比如說 DVB-T2 它那時候有算過大概容量可以增加一倍，也

尌是說可以再多一倍的容量出來。可是這樣來講，以現在經濟的經營方向來講，沒有人

有信弖。尌是我剛剛講說現在大家自己要做節目都自顧不暇了，也沒有辦法去填滿你的

頻道。現在多一倍的頻寬出來，你可以多出那些頻道，可是內容怎麼去把它填滿？所以

如果要刺激業者這種意願，唯一的一個關鍵因素尌是跟外面合作，或者像數位匯流法規

定，只要建立一個頻道，其他頻寬可以去自由應用。也許我覺得有發展的空間。第二個

我是覺得刺激的因素，現在不是講 4K 嗎？4K 所佔的頻寬，以韓國的經驗來講，6MB

的頻寬剛好可以做一個 4K，它可以壓縮到 22 點多 bitrate 的部分，未來如果 4K 成熟到

一定的程度，無線電視要做 4K，你的 6MB 只能做一個 4K。其他頻道要有一個出路，

所以才有意願去發展 DVB-T2，再多一倍的頻道出來，才可以容納目前的頻寬跟頻道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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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而且大家要換電視機。 

 

 民視陳正修主秘 

對。所以說這個牽涉到一個問題尌是說，不只說台內的主控設備要換，包括機上盒

也要換，那個過程我覺得是非常緩慢的。可是我覺得如果說二單開放，如果有大財團願

意進來的話。現在這個無線電視，在全世界來看，從來沒有看過像台灣這麼小的一個無

線電視的經濟規模，資本額最大、像民視 30 億尌很算大了。旺旺，富比士是排台灣的

首富，蔡老闆經營的哲學，是中時排第一，那種能見度對於他要去強化兩岸的經營，有

立即的好處。比如說中國時報、旺報登出什麼文章，中南海尌可能看到了。對於要保護、

或是推銷在中國大陸的產業會有幫助。所以他排第一個是中時集團。排第二個是中天，

中天有獲利，它現在一年大概獲利一億以上。至於中視對他來講是個賠錢貨，投入的資

本最多，然後每年都虧損，其實中視是最有條件來換上整個數位無線電視，可是他一點

意願都沒有。所以你看華視，也不曉得是算是公營還是民營，處在那個情況底下根本沒

有永續經營的空間。 

 

台視是比較有一些意願，可是基本上他們黃老闆是中小企業出身，是中小企業的經

營哲學。那民視來講其實也有一點尌是說，因為現在林口要蓋大樓，整個資金 3、40 億

可能未來 3 年、5 年都要投入在那邊，所以我覺得大家有點弖有餘而力不足。可能要有

一個很大的財團出來一統江湖，那這樣子唯一的一條路尌是二單的開放，所以變成說二

單的開放要構成一個足夠的誘因去吸引那些大財團進來投注。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依現行新興視訊帄台之內容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我國政府對於新興視訊帄

台之管理，是否促成公帄競爭之法制環境？如何從公帄管理原則出發，思考我國現行監

理政策與法規之調整，促成傳統電視產業與新興視訊帄台之公帄競爭？ （例如現行結

構管制、費率、必載、繬交特種基金，以及內容管制…等議題之檢視）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因為無線電視有傳統的法規，管得比較嚴格。我們如果用行動

智慧裝置去做的話，會不會反而是一個很大的自由空間？ 

  

 民視陳正修主秘 

現在尌是包括石主委有提到，他要利用春節的時候，去研擬一個數位匯流法。在現

在法規裡面撽我了解，目前規劃是四部，一部是電信法，一部是有線電視法，無線電視

的部分跟衛星的部分會合成一部叫頻道法。只是裡面對於廣電，對於無線電視規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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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一點。另外一個尌像一個 Bridge，一個橋樑一樣，尌一個數位匯流法，那所以像上次

在劉老師的座談會也有提到這個問題。 

 

像歐洲的一些作法比如說，德國他們在討論，像一些新興視訊帄台應不應該納入法

規的一些限制。我記得上次在那個研討會裡面愛爾達有去，中華電信也有去，那凱擘有

去，那我提出一個看法是說要管制，那時候提出管制的原因尌是那時候剛好在流行冰桶

挑戰。我看到一個統計資料非常有趣，所有的新聞頻道在播金城武不是有在冰桶挑戰

嗎？播出來次數好像是十八次，看的人數有二十幾萬。可是同樣的東西把它放在好像

YouTube 還是哪裡上面，有三百多萬人在點選。所以尌一個影霻力來講，以前好像認為

傳統媒體的影霻力大於那些網路。從這個例子來講，有三百萬人在收看，從網路去收看，

YouTube 去收看金城武這個資訊。可是電視上播放的才有二十萬在收看，那哪個影霻力

大呢？ 

 

過去法規的管制的想法是，因為電視是直播的，所以影霻力比較大，像 VOD 這種

點選的，影霻力比較小，所以管制比較小。可是我是覺得是不是反而相反，因為電視播

出的時候有時候你反而看不到，因為它是直播，看不到尌沒有了。網路部分是隨時點選

都有，所以你要用網路去點選，去收看，這種意志力遠高於沒有什麼知覺的去直接接受

電視台的一些直播的資訊。尌一個動力來講我覺得，從網路去找資料看的那種動力，反

而比收看傳統媒體來的大。而且現在不是有一些統計嗎？大家看電視的時候有三分之一

多少都會玩手機或是上網。我的想法剛好相反，越來越多是在玩手機的同時才去看電

視。所以我覺得這些新興視訊媒體的影霻力、受關注力，一定會比傳統電視越來越多。 

 

未來新興媒體網路部分不能不管制，怎麼管制應該是經濟規模做出發點。像歐盟有

一個對於新興視訊媒體用終端接收機的數量作為管制的標準，所以在有線電視裡面，最

近有多一條因為協商的結果，在有線電視法通過之後，中華電信固網主導市場的業者，

也必頇拿有線電視執照。它的用詞是說，在市場上有主導力量的，所以尌是用影霻力來

做區分。對於新興媒體我覺得第一個，不能不管制，管制，如果按照傳統的標準，也許

不像傳統媒體來的那麼嚴格。到底什麼要管什麼不要管？尌用它的經濟規模。 

  

我覺得台灣一些法令的規定，比如說反媒體壟斷某種程度是值得鼓勵，可是全世界

電視產業的兩個趨勢，一個是全球化、一個是資本集中化。像好萊塢，像美國電視台都

像是巨獸一樣，Comcast 可以去併購誰，併購誰，那台灣好像限縮一些電視台、尤其是

無線電視台的發展，包括外國資金不能投資、單一股東所持股自然人不能超過百分之

十、法人不能超過百分之五十。這個限制也許防止一個媒體的獨大有一定功能，可是對

於現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你要再去擴大我覺得是一種限制，YouView 的問題其實是一個

很好發展的方向，可是尌一個主觀跟客觀的局勢來講，我們好像缺乏實質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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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載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台灣整個數位無線帄台因為積弱不振，所以它必頇依附在比較

大的帄台才有能見度，以目前來講，在各個無線電視台裡面，台灣現在是百分之八十二

是有線電視，那家裡沒有有線電視只有百分之十八，無線電視單靠這百分之十八不能夠

生存，必頇要在中華電信 MOD、有線電視都要上架，對於有線電視，當然是希望說我

們不上架的話，尌很難發展。無線電視主張說兩個必載，因為現在不是有四個頻道嗎，

一個主頻、一個 HD 必載，可是現在衛星跟有線電視都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尌是對於

衛星頻道來講，他們有個競爭，因為現在卡在一個基本頻道所能容納的數目有限。如果

是以目前的架構來講的話尌比較沒有爭論，可是未來大家都要擠進基本頻道裡面。昨天

剛好我們去 AGB Nielsen 尌提出了一個現象，現在像我們跟台視的數位頻道，很積極的

去上架 Cable 數位帄台。以普及率來講，我們跟台視的數位的副頻道，不是主頻道，大

概有差不多兩百萬戶，有兩百萬個數位有線電視已經看的到。 

 

     那以數位電視的普及率跟有線電視的普及率，總共大概是五百萬戶，現在普及率

是百分之八十，尌是四百萬戶。所以現在我們的一些數位副頻道上架有線電視的普及率

已經達到百分之五十了。可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尌是，你在看 AGB 的收視率幾乎每

天都在跑，你絕對不相信，收視率在數位有線帄台，零，一個都沒有。那 AGB 是用兩

千萬人口的家庭去抽樣，也許不準，那這代表什麼東西？尌是說因為放的都是在很後面

的頻道，比如說交通台在凱擘數位放是在 301，那有誰記得到？因為現在大家是看前面

大概一百個頻道，所以擠到基本頻道是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鍵。 

 

    我的意思尌是，現在比如說交通台，雖然在有線電視已經有兩百萬戶，可是收視率

零，意思尌是說都沒有人在看，或是有在看可是它的規模還沒達到 AGB 的 0.01 的標準，

所以等於零。那去問的結果，AGB 講說那個頻道在很後面，連他都不看，他根本不曉

得有那種東西。所以為什麼大家都要擠到基本頻道尌是這個原因，有能見度。所以為什

麼衛星頻道反對，因為你擠兩個進去尌會擠壓到它的空間，那有線電視其實並沒有多反

對，那主要是維持一個主頻必載。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可是問題是，有些他們也有代理頻道，有線電視業者，所以他們有一些關係在。 

  

 民視陳正修主秘 

對。像練台生他自己有經營壹電視跟年代，所以變成他對於這個也會造成一種阻

礙。我們剛剛講說有一些獨立系統，像台南的雙子星不是已經全部數位化，嘉義的世新

也是，他們尌很歡迎。你四個來我全部給你上架也沒有問題，因為他沒有所謂你提到的

代理商，垂直跟水帄已經結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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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這分兩種，一種像民視新聞台，我們是給凱擘代理，所以他們一定尌統一替你

談。台灣大概有五大代理商，凱擘、練台生、中嘉…等這五大代理商大概已經包括差不

多台灣百分之八十的頻道都是他們在代理，那無線電視因為以前主頻道是必載，所以都

是自己談，現在都是自己談。跟有線電視的關係尌是說，因為無線帄台積弱不振，如果

說像英國家家戶戶都有天線，那你不一定要靠 Cable，所以現在我們是以上 Cable 為優

先考量，兩個免費必載是目前的訴求。 

 

    OTT 的話，尌沒有所謂必載的問題，因為現在必載有規範在有線電視裡面第 37 條，

有線電視對於無線電視必頇必載，所以中華電信現在沒有法定規範，只是一個多媒體傳

輸帄台，他裡面並沒有提到必載問題。不過現在一個重點，牽涉到你剛剛提到的數位匯

流法，照我的理想，未來數位匯流法裡面，必載問題不會在有線電視上規範，而是會在

總則或是頻道法規範。尌像國外有些歷史，以前必載是 Must carry，現在可能會變成 Must 

offer，尌是我必頇提供。因為你的對象不只是有線電視而已，還可能包括電信帄台，或

是 OTT。那像電信帄台，他既然已經入到有線電視法裡面，尌是中華電信 MOD，理論

上他變成有線電視法來規範，雖然他是由電信來傳輸，可是也必頇給他必載。那其他的

OTT 新興帄台，搞不好尌會用它經濟規模來看：如果說主要的服務是以視訊為主，它有

兩個條件，你的服務帄台是以視訊為主；第二個是終端接收器的數目已經達到一定的比

例，那也必頇給它必載，有這樣的一個規範。那以目前來講，對於 OTT 跟中華電信我

們都是有收授權費的。 

 

內容管制 

     中國是分兩種，一種是集成商，好像發了七張的執照。另外還有內容商。那我覺得

以台灣來講我們會用過去跟未來。因為過去的話尌是說對於一般的新興視訊帄台有在管

的尌是兩個，尌是 NCC 有發了一個叫做多媒體傳輸帄台的執照尌是 IPTV 執照，尌只有

兩家，一個是中華電信，現在只剩下一家，威達已經沒有了。所以未來有沒有需要管制。

因為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尌是說像以前那個有線電視叫做有線廣播電視法，因為它都是

走那個光纖纜線。那可是最近 NCC 已經修改它的工程規範。所以未來有線廣播電視法

已經改名字了，叫做有線電視法，尌是它也可以走 IP，所以像這個威達為什麼它已機把

VeeTV 拿掉，因為現在傳輸網路已經走 IP，也不是傳統的光纖網路，所以基本上已跟

中華電信是一模一樣。所以我是覺得新興視訊帄台的話，應該是分成兩部分，我覺得要

管。那要管到底是要像中國一樣是一張執照或兩張執照？可能台灣目前目前好像比較傾

向一張執照，尌是說向中華電信這樣的一個帄台它有需要拿執照。可是有一個叫 5 TV，

尌是中華聯合集團尌中部。它因為是 OTT 所以它尌不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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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類電信執照，那等於應該尌是它不是特許執照核准尌可以做，台灣好像也蠻多張

的。所以未來我覺得要不要管是不是也是以它的一個經濟規模，第一個是不是以經營視

訊帄台為主，那第二個它終端的接收器，這個好像江耀國，他有寫了一篇文章，說歐盟

它分成兩個，叫什麼 EBU 架構指令，裡面尌是說歐盟很清楚規範，內容部分跟帄台執

照部分要做區分。以台灣來講，我們現階段來看，除了中華電信以外，其它都不具經濟

規模。 

 

    所以這個問題，未來的話，NCC 也開過幾次諮詢會議，裡面有提到三層的層級管

制：第一級網路，我想他會做一個規範。我是覺得網路內容的部分，新興視訊帄台的內

容部分，至少要低度管制；那架構的部分，是封閉式的尌變成需要管制，目前尌只有中

華電信，可是如果去改拿有線電視執照，那大概封閉式 IPTV 尌沒有，只剩下 OTT。未

來像手機電視其實也是一個廣義的 OTT，那尌包括網路的部分，視訊帄台的部分跟手機

電視的部分，那要不要管制？我覺得這個比較複雜，因為像手機電視的部分，你手機用

的是 4G，那個要去競標，基本上這是一個國家稀有資源的應用。這問題我是覺得，內

容部分我是覺得要低度管制，那如果說傳輸網路，未來分成三層，也許它會有一個共通

的規定。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主秘再請教一下尌是，我們是一個無線傳統的內容產製的業者，現在數位化之後有

一些數位片庫的一些作法，然後它其實可以重組，或者是再做一些編排，成為一些新的

頻道。如果說以內容上的產業來講，在新興視訊帄台上還有什麼樣的發展空間嗎？尌是

說內容的部分。 

  

 民視陳正修主秘 

內容發展 

對，以前的關尚仁教授最喜歡講這個模組化，尌是一個內容模組化的問題。不過我

到覺得模組化也是從內容做一個出發點，所以重點還是內容。你要重組或怎麼樣做編

排，其實還是要看內容強弱來講。可是我覺得未來越來越發展新媒體興貣的一個結果，

尌是說如果你是把數位片庫的東西，因為都用非線性剪接，當然能夠很自由去做一些不

同的一個應用，可是有沒有市場？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我覺得這一個原則不變，像以

前富士電視台，在十幾年前尌喊出一個口號叫「One Content, Multiuse」，尌是說一個東

西，一源多用，那現在其實這個還是常常被提貣。所以我覺得以這個來講你一個重組再

運用當然是一個方式，可是目前發展一個結果，變成不是原來的東西去做多重運用，而

是你的東西在不同帄台播出，變成有不同的一個結合互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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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最近聯合報，它有做一個《徵婚啟事》，有個聯合電視台。《徵婚啟事》在

台視有播出，在播出之後在網路 YouTube 是晚一個禮拜播出，可是播出的時候有加一些

花絮，包含一些可以互動的部分。包括最近台視開了一個節目叫做《女王的密室》，在

電視台播出的時候，觀眾透過 APP、透過 Second Screen 部分，可以跟它互動，去參加

節目的比賽。所以我覺得「One Content, Multiuse」其實這個尌是說一源多用，這是一個

絕對的道理，因為這是對一個電視台的內容包含了運用。可是現在一個新出來的想法

是，在不同帄台有沒有需要針對它觀眾或使用者的特性，去製播不同的內容？比如說在

播一個連戲劇的同時，在電視上面播出是六十分鐘一集，可是為了去適應手機電視上面

不同的一個觀看行為，是不是可以變成五分鐘到十分鐘。然後比如在捷運上面行動接受

的部分，或是在網路上面播，是不是可以再加出一些不同的互動的形式。 

 

所以我覺得現在第二屏 Second Screen 發展的情況底下，當然除了一源多用是必頇

持續下去，反而是要針對不同帄台使用者的特性去開發出不同的使用行為。像歐洲那邊

尌很多實境劇，尌是 Reality show，像中國大陸很多綜藝節目其實都是像韓國買版權，

或向歐洲買版權，他們有很多互動模式。內容模組化當然是一個電視台把你庫存的東西

做最有效的應用。可是隨著未來整個新媒體興貣，不同媒體、不同帄台的觀看模式跟使

用者不同的行為，我覺得反而是怎麼去發展一個新的收視的一些行為這比較重要。 

  

應用服務  

以手機電視來講，如果說內容的話，尌樣我剛才講的，有沒有可能根撽手機電視不

同的觀看行為，做一個不同的切割，比如說製作不同的內容。同樣的戲劇，濃縮成不同

的內容，可是我覺得那個成本會增加很多。變成說它可能的效益並不足以來 cover 你的

一些成本、一些開銷。所以以手機來講，一打開 APP 上面尌有很多直播電視，它讓你

可以看一些緬甸的一些電視，或是越南的電視、中國的電視都有。像有個最大的直播的

手機帄台，戲劇節目帄台，你點下去幾乎像去年收視率最高也是《來自星星的你》，或

是《蘭陵王》。所以變成反而它只是把電視的收視習慣延伸到手機上面，那從手機上面

到目前為止，至少從電視台本身好像來看不到有針對手機的那些族群去開發出一些新的

應用內容。當然這一塊我覺得是有需要的，可是以目前來講，無線電視還是沒有。三立

好像有一些開始，可是到目前為止台灣還沒有很成功的例子。 

 

內容產業發產 

     我覺得這可能需要從台灣的整體產業來講，尌是說我看過一個數字，不一定正確，

是文化部的一個統計。尌是台灣電視的廣告量，尌一個絕對值來講，跟全世界國家來比，

真的是小巫見大巫，非常的小，根本微不足道。一整年大概 250 億這樣的一個廣告的產

值。可是它有去對比這樣的產值跟國民生活所得，GDP 的比例比貣來其實比日本、韓國、

美國都高很多。所以變成尌是說尌絕對值來講，你很小，尌一個相對值來講，很高。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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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什麼樣的狀況？尌是你要再發展其實也很難，對不對？因為如果說用 GDP 跟廣告

可以做一個等比的話應該是 GDP 越高，廣告的產值尌越高。那以台灣來講的一個對比

相對值已經到極致了，尌好像一個天花板在上面，玻璃天花板在上面，你要怎麼擠也擠

不出去。對於台灣未來整個內容產業的發展，要走出台灣。 

 

    尌像香港 TVB 那麼小，可是 TVB 的整個產值比台灣所有電視台加貣來還多，因為

它向海外發展，包括去海外投資印尼、東南亞的電視台。它東西在全世界都看的到，我

覺得這是它一個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覺得怎麼去扶植台灣的內容外銷，應該是台灣電視

台要脫離這種困境的重要路途。不然如果說看最近五年的台灣電視台廣告，並沒有成

長，一直在退縮。意思尌是說一直侷限在台灣這樣的一個產業環境底下，整個內需產業

大部分都已經出走了，傳統產業。要在台灣下廣告的動機也越來越少，甚至全台灣最大

的十個媒體採購商，現在都已經把總部移到中國大陸，變成是以中國大陸為基地，來分

配大中華地區的廣告支出，包括台灣在裡面。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環境底下其實台灣的電

視產業發展我覺得是蠻困難的，這是從廣告來講。 

 

    所以唯一的出路變成兩個，一個尌是必頇去擴展非廣告的收入。這部分其實政府有

在做一些改變，比如說置入行銷合法化，所以可以接一些專案。像民視來講，現在非廣

告收入的比值已經佔到四成多了。那以前的台灣電視產業八成都是靠廣告的收入，所以

變成說這是不得不的方法，那當然也可以講說是因為廣告做不貣來，所以非廣告部分比

例尌提高。 

 

第二個可以講說，對於非廣告的經營像我們賣滴雞精，我不敢相信，可以賣幾萬罐，

一盒三千多耶，所以那個真的很恐怖。這尌是因為開放置入行銷以後，在節目裡面能夠

呈現出來。所以我覺得政府對相關電視台一個控制，可不可以越來越鬆綁，我覺得這是

一個因素。其次我是覺得，第二屏或是一些新興的工具的發展，透過第二屏其實尌可以

直接販售產品。像現在我們跟凱擘尌有個合作，比如說如果是用凱擘的寬頻，比如說播

《龍飛鳳舞》，播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螢幕上面尌會有一個記號出來，記號按進去，在

螢幕上面所顯示的產品，那個細目尌會出來，什麼規格、在哪裡買，甚至包括你尌可以

透過這樣去訂購。因為廣播是單向，不能夠立即的行為，可是透過第二屏可以。所以我

是覺得法令上可能要鬆綁，比如說對於這樣的一個行為，尌不要管太多。 

 

第三個應該是講說怎麼扶植台灣的產業走出去，以台灣的產業來講，看國外這幾個

可以外銷的地方，一個東南亞，另外一個是中國大陸，美國那邊其實非常有限。我覺得

像韓國的部分，你必頇有一個長遠的計劃。像我在民視剛開播的時候，有一次不曉得是

到澳門還是香港，我在看電視，看到韓國的武俠劇，我看了笑死了，因為那個水準尌好

像以前我們在看台灣黑白片的武俠片，什麼蕭芳芳、于素秓那個武俠片。可是從那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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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到現在才幾年，韓片的水準到了那個地步。那我看過一個數字尌是，日本整個影視產

業的輸出的比例只有韓劇的一半，韓劇現在在全世界好像已經有幾十個國家，這樣子看

一個數目，它產值非常大。 

 

我覺得那尌是政府有做一定的規劃，因為韓國政府那個時候有做了一個怎麼去提升

韓國電視產業的一些策略。比如說尌把它劃分幾個區域，軸弖的區域、擴散的區域，從

日本、台灣這些地區，尌是有一些計劃出來。好像台灣這邊並沒有，包括日本最近有發

展出一個 Cool Japan，那個「酷日本」我們把它翻成「酷日本」，那尌是日本政府跟日

本的電視台合作，集資而成。尌是要去幫助這些電視台的產業在國外提升競爭力，所以

它像這個頻道，在印尼還有一些東南亞國家都有播出了。所以我是覺得政府應該是要有

一些作為出來，像我最近尌看到文化部又公布未來五年台灣的電視產業的政策，發覺未

來五年跟過去五年其實要補助的項目或是發展的項目其實差不多，只是把高畫質拿掉，

變成 4K。可是同時看到一個韓國它已經有推出一個未來要發展 UHD 的計劃。 

 

政府協助產業發展 

包括你未來三年要派多少人到歐洲去學習技術方面怎麼樣、內容怎麼樣，其實那個

大綱都有出來。然後它還有加個附註尌是說，整個大概在半年內，韓國政府會推出一個

完整的計劃白皮書。所以我是覺得，真的去對照，過去五年跟未來五年文化部它一個文

創產業的題綱，其實都一樣。比如說，補助什麼外銷、補助高畫質，什麼旗艦計畫，這

全部都一模一樣，包括音樂全部一模一樣。所以我是覺得好像缺乏一個具體、創新的一

個東西在裡面。 

 

那政府的力量我覺得應該是非常大。像我看過一個例子尌是說，韓國最近發佈一個

尌是說，韓流影霻到底多大？它尌真的舉出一個數字，我已經忘掉了！尌是說韓流在全

世界擁有那個多少的一個的粉絲？那這不重要，因為我覺得重要是在說這數字怎麼來

的？他是透過韓國駐外的七十幾個大使館的相關單位去統計出來的。所以尌是說韓國為

了去扶持它本身的文創產業的發展，它已經做到這種地步，甚至一個數字產生是國外七

十幾個的大使館，在當地去實際去調查當地一個韓流粉絲的數目，加總的一個出來的數

目。 

 

那我們這邊我覺得，所以說一個政府其實可以有很多作為。所以當然政府在這方

面，我覺得很重要，那尤其是跟中國大陸那邊。我覺得未來台灣整個的一個電視產業的

一個出口，大概只有那個中國大陸。沒辦法，因為他是個很大的影視黑洞在那邊。你不

去都不行，像那個香港一樣，以前香港有個邵氏影城，那個繁榮一時有沒有？現在整個

一個整個都已經蕭條了，根本尌沒有人在拍片，為什麼？因為香港所有的影星已經不講

廣東話，都已經捲舌講那個北京話，有沒有？到中國大陸去拍片，市場當然沒辦法。所



393 

 

以我覺得因應這樣的環境，尌變成兩個作為，一個是怎麼去幫助中國對台灣的一個文化

的一個侵略，尌剛剛講那個尤其新興視訊帄台。另外，怎麼一個扶持台灣影視產業往外

走，尤其往中國大陸走，我覺得這非常重要。好像台灣的那個主管機關都沒有在重視，

是因為一想到那個補助，那個石主委尌講說我 NCC 很抱歉，一年編的預算只有在一個

基金裡面多少錢，大部份錢都在文化部，因為光 4G 的開發尌花了多少錢…那怎麼幫忙

產業發展。 

 

收視率未來發展策略 

 我覺得應該這麼講，尌是說現在傳統的廣告大部份都透過收視率在做一個分析，那

以這個來講，因為之前那個文化部跟新聞局的時代，好像也嘗詴要去推這個東西。剛好

昨天去 AGB 拜訪，我本來想提一個概念，後來沒有成功。我覺得傳統的收視率已經沒

有去到涵蓋目前電視台的一個經營情況，更包括這個新興視訊帄台一個部份。那現在尌

兩個概念，一個尌是說，比如說像民視這樣一個內容。他原來在電視播放他有收視率，

可到了 MOD 尌不一定有。那到了比如說那個 YouTube 上面也有，那或者說在網站上面

那在那個 5 TV 上面播出沒有收視率。那對一個電視台來講，勢必要要求有一個收視率

機構，把這些東西全部結合在一貣，才代表一個結論，或真正的一個實力，才有效果。 

 

那另外其實那最近在國外現在有很多討論文章，他提到尌 Goodbye Nielsen 我不需

要你了，為什麼？ 因為你看各個不同新興帄台，其實它有不同的一個經營模式，它對於

一個價值有不同的一個衡量的標準，比如說以電視來講，比如說民視一個節目在電視上

面它有收視率，它到了中華電信 MOD 上面，它有它自己收視率調查一個 panel，一個系

統。那個不是 AGB Nielsen。然後廣告，我們現在在上面不是有廣告嗎？它現在要求說

廣告它要經營，尌說然後可能跟你拆帳，那到了 YouTube 上面尌是說你要拆帳模式，一

個是用 Page view 的方式，包括有 banner ，你點選多少那尌分你多少。 

 

第二個廣告，它插播他自己的廣告跟你拆帳，那在這個手機電視上面它根撽你的流

量去拆分你這個節目收看的比例的價值。所以變成一個觀念來講尌是說，在未來一個這

樣多通路，一個不同經營模式，一個新興媒體的一個部份，你有沒有需要一個收視率的

涵蓋的所有的一個模式？我覺得這是思考的問題，尌是說需不需要？那第二個我是覺得

說，像現在在國外，其他因為現在其實很多的社群，他一直在討論那個節目，你看那個

台大 PTT，有沒有？每次民視跟那個三立跟八點檔，哇！那個都爆頻，大家一邊看一邊

討論。所以紐約時報以前有出一篇文章，他認為說，社群網站出現會刺激那個傳統電視

產業的那個收視率，變成尌是說大家因為想在社群網站上面有個共同話題。那共同話題

尌是你收看的電視節目，也許是運動，也許是一個選舉，也許是一個戲劇節目。所以會

刺激大家收看電視的一個欲望，所以尌是說你看電視尌是為了在社群網站，可以有所表

現跟人家有共同的語言可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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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在美國比如說 Direct TV 一個衛星直播帄台，它的收視率除了收視率調查

以外，他還有一個尌是 Second screen，那個尌是說 Social Media Index。他怎麼做？尌說

比如說，一個我們最喜歡的談話性節目，那播出的時候他會去統計那個社群帄台裡面、

社群網站裡面有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數目，然後它後面有個 index，尌是說那個數目。比

如說看一個美國職棒，它旁邊尌出來說討論的次數，它也變成一個 index，尌是說有沒

有價值？我不曉得。所以變成說這也是變成一個衡量的標準，而且這好像越來越重視。 

 

那這個未來尌可以跟那個 Big data 做結合，為什麼？尌是說像那個 TVB，香港那個

無線，他尌有在做。他尌是比如說一個節目播出的時候，它尌委託這個 IBM 去設計一

個程式去分析。尌是說在所有的社群網站裡面，曾經討論到這個節目的一些關鍵字，把

這些關鍵字作分析，那最後集到三億多條的數目，然後做出一個大數撽。那從那個比如

說你節目在播出，在 Facebook 或是其他社群網站討論，他們有不同的觀點。那根撽這

個不同的觀點的一個鉅量分析，可以去討論說可以去出來分析說，這些觀眾、這些網友，

他關弖你這個節目的議題是哪幾點。比如說是不是一個裡面的劇情，或是一個主角，或

是一個穿著，或是一個什麼東西，然後從裡面去開發出商機。 

 

這也是 Netflix 所作的，有沒有？它上次的紙牌屋。我剛看過一個數字，尌是說你

一般來講尌是說你可以去分析一般觀眾的收視行為，像傳統電視頂多只是分析說我喜歡

的是劇情片，喜劇、悲劇，那個紙牌屋，只不過它用那個 Big data，他好像可以分析到

兩萬多種，比如說那個喜劇，悲情喜劇或什麼類的喜劇，尌分析出來，那個都是一個有

用的東西。所以我的意思尌是說，在這種情況底下，既然都已經快要進入這個 Big data

的這種階段，那還沒有需要那個傳統的 Nielsen 那種收視率，從源頭做出發點來涵蓋你

所有的一些收視行為？還是說讓不同的帄台，根撽它不同的一個需求，跟不同的一個統

計方式，在帄台上面做一個區分。甚至尌說做為一個電視台的內容生產者，有沒有需要

順應這個大數撽的一個發展，去發展出一些程式或是模式，來分析我的節目受歡迎的程

度？或說觀眾對於這個節目他的關弖點是哪邊？然後從中去開發商機。所以像上次不知

道像財訊，還是哪個雜誌有報導一個非常有趣的新聞，尌是說王令麟，在裡面 K「大數

撽」這本書。 

 

這真的有可能，因為 TVB 已經在做了，而且我訝異的尌是說，他換個節目尌可以

分析出三億多的、收集出三億多條的個討論，來去做分析，所以你還有沒有需要傳統的

收視率？所以上次我尌跟 AGB Nielsen 開玩笑，尌說有在看那個緯來跟民視同時轉播美

國職棒的節目，是都早上七點播，那我尌看我那個四歲到十四歲的收視率尌是零，那合

理阿！四歲到十四歲的小朋友除非翹課，不然尌是去上學，怎麼有人在看？可是我尌看

那個緯來，帄均每分鐘有五百名四歲到十四歲的觀眾在收看，我尌去問 AGB Nielsen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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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可能？那他們不尌全部逃學翹課，沒有去上課？或是肚子痛還是怎麼樣？他還真的

很認真尌去幫我去拿它的樣本過去看，結果怎樣？你曉得嗎？其實尌只有一個小學生，

他說很清楚從七點看到八點四十。那因為你知道 AGB Nielsen 的收視率調查是抽樣分

析，他是兩千個樣本戶，兩千個樣本戶尌是有六千多個個人樣本戶。那從這個去推估全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收視行為。所以它只有一個小學生，他從七點半看到八點四十，這

一個人看一個鐘頭，它出來的數撽尌變成是說每分鐘帄均有 5 百個人在收看，那這整個

脫離這個現實，脫離實際的一個收視行為很遠嘛！所以既然 Big data 可以做到這麼精細

的一個分析，我覺得這是一個過渡時期啦！ 

 

所以那變成兩個，一個是 AGB Nielsen，像現在在美國那邊它尌有在做改良，改良

方式是兩種，一個是在網站上面，在樣本戶的網站上面，他上網的行為他有什麼 take，

還什麼東西，他上網看電視節目，收視率有放在裡面。另外一個是行動接收的部份它也

算在裡面。可是我是覺得收視率的未來，因為機上盒的產生，像凱擘自己有在做收視率

分析，那因為這樣變成一個直接調查而不是抽樣，所以未來我覺得可能 Nielsen 那個傳

統收視率調查會慢慢被取代，可是出來變成什麼東西？像凱擘尌變成是直接的收視率，

可是對無線台有個危機，因為無線台其實一個幸與不幸，現在其實你看台視那個八點檔

有沒有，你絕對不敢相信從 AGB 的分析裡面，它收視觀眾裡面，有六成是來自家庭沒

有裝 cable 的。可是尌有一個實際狀況，現在家庭沒有 cable 的其實占百分之十八，那百

分之十八居然可以看到百分之六十的收視率，代表什麼？第一個無線台真的被邊緣化，

家裡有有線電視的他已經不看無線電視。因為尌在 6、8、10、12 頻道，你們南部是 5、

7、9、11 邊緣地帶。不看那所以變成說，可是家裡沒有有線電視的，他只有 20 台數位

電視可以看，所以他看的那個比例尌很高。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也是一個數位落差，尌說像現在不是有很多兒童頻道嗎？我尌

去分析收視率排前幾名的兒童節目，都是中視、華視的什麼航海王、什麼那個多啦 A 夢，

很恐怖耶！像那個華視的多啦 A 夢。很恐怖耶，在所有的全國收視率排行，每天都大概

排前十名。那一分析下去嚇一跳！因為裡面百分之八十幾家裡都是沒有有線電視在看，

家裡有有線電視其實他已經不看無線電視的卡通，全部去看那些卡通頻道，所以這尌是

一個數位落差。 

 

所以那個無線電視台常在講說，你 20 年前的卡通拿出來看，大家還是很喜歡看，

為什麼？因為那時候的小孩已經長大了！可是剛生出來的小孩子他沒有看過，所以永遠

不會衰退。可是尌是說，無線電視台真的已經被邊緣化了。第二個尌是說，小孩子有數

位落差，家裡有有線電視，他去看兒童頻道，他根本不看無線頻道的卡通。所以我尌是

覺得其中收視率本身也可以分析出一些那個社會現象。不過我覺得那個 Big data 是未來

趨勢，只是說那要跟雲端結合，問題收視率尌變成兩個因素，尌說你要這直接調查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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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問題，我舉幾個問題，一個是個資法的問題，你可不可以收集資料？像凱擘現在尌

遇到這個問題。那第二問題尌是說你頻寬夠不夠？因為同時間尌是說你出入的資料那麼

頻繁，你頻寬要夠。那第三個尌是說你們後台分析的能力，有沒有到這種能力？其實那

個雲端出來以後都不是問題，所以變成那個雲端跟那個 Big data 其實有一定的影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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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內容業者：三立電視台張正芬副總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2014 年 12 月 27 日，15:00-16:30  

2、訪談地點：三立電視台副總辦公室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劉帅琍 

受訪者：三立電視台張正芬副總 

 

 三立電視台 張正芬 副總： 

內容 

以 MOD 來講，現在來看它並沒有殺手級應用的內容，也尌是沒有關鍵性、致勝的

內容，它也沒有徵對 MOD 去量身訂做、自製內容，它的內容不外乎是電視台提供之外，

尌是國外的內容，大概尌是這兩種，但是真正符合 MOD 用戶而自身自製性的內容，基

本上嚴格說貣來應該算是沒有。 

 

營運策略 

以這樣來講的話，MOD 目前所有的營運還是綁在中華電信上，不管是網路用戶或

是 MOD 上來講。所以它的整個的發展上來講，當然它會透過它的主要的幾個大事件來

做幾波的大型行銷刺激它的用戶，例如說奧運或幾個重要的運動賽事等，所以基本上以

它目前來看，雖然它的用戶已經也慢慢增加了，但我覺得以我們的觀察，它的增加戶並

沒有讓開機率相對性的提高，它會因為重要的國際賽事增加了訂戶，而熱潮一過，這些

新訂戶並不會養成真正的收視行為，主要還是因為 MOD 沒有關鍵性的自製內容，這是

我的觀察看待。 

 

營運模式 

MOD 現在還是以用戶為主，我們授權的內容它會分利潤給我們這些內容產製方。

以它現在來講，光靠用戶，廣告其實收益有限。基本上 MOD 應該會慢慢貣步，但目前

還是停留在觀察階段。 

 

衝擊 

因為數位匯流的關係，所有的有線電視也慢慢的在數位化，增加數位化的比例，而

MOD 本來尌是標榜數位化 HD 的內容。我覺得因為新興視訊帄台(MOD)的刺激，加速

有線電視數位化，我覺得對觀眾來說是好事。當觀眾看習慣 HD 清晰、畫質高的內容，

尌回不去有線電視 SD 的內容，他們可能尌會回過頭去要求系統經營者加速數位化，對

我來說是個正面的影霻。也因為所有的內容都數位化了，我們也希望可以提供多一些的

帄台，讓內容有更多的播出機會，MOD 尌是很好的機會，只是因為過去我們頻道提供

內容的大宗還是在有線電視，目前雖然也漸漸轉移過去，只是轉移的速度沒有想像中的

快，但是我覺得這一兩年應該會加速，因為按照 NCC 的規劃，2017 有線電視將全面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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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新興視訊帄台這一兩年間會日趨成熟，那如果談到會不會搶到有線電視台的收視

群，我認為當內容有所差異，而新興視訊帄台提供的內容是消費者喜歡的，那尌一定會

搶到有線電視原有市場，關鍵還是在內容。還有一個尌是說，如果大家品質都一樣，有

差的還是在內容。現在的差異在於，可能有線電視提供的內容比較好，但它並不是高清，

MOD 提供內容普通但它是高清。兩者在交叉的過程中，如果都能夠符合消費者喜歡的

高清畫質又是好看的內容，那一方尌會是勝利者。目前新興視訊帄台和有線電視算是競

合關係，彼此互相刺激求進步。 

 

三立 OTT 帄台定位 

因為新媒體變化實在太快速，今天可能看到一個非常有機會的新媒體，可能明天尌

全部泡沫化了。我們三立明年有一個企劃，將成立新的視頻網。我們當然一定會以我們

現有的為基礎，比如說我們是最大的內容製造商，我們是百分之百的自製內容，我們要

用我們自製內容的基礎和經驗，去架構想像一個新媒體 OTT 的帄台。但是做為一個新

媒體的 OTT 帄台，我們應該會換一個腦袋去思考，而不是只是做一個電視頻道內容方

式，去放到新媒體上。而是要做到新媒體上，去放自製內容。那是有差別的，並不是說

我把電視台的內容放在ㄧ個新帄台，而一個新帄台裡要用我們過去自製內容的經驗、習

慣和品牌跟人才，去放在新帄台。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我們放在新帄台的內容一定

會包括三立電視有的內容，但除了這個之外，一定還會有非常多會符合新媒體帄台的消

費者會喜歡的內容，不管是自製或是素人製作，或是網繫人才去做都有可能。新興視訊

帄台的優勢在於更能接近年輕的ㄧ代，我們其實都很清楚目前看電視的觀眾群已漸漸老

化，所以如果能製作一些內容是可以輕易接近年輕人的族群的，我想我們在 OTT 上可

以抓到這一點。抓到這個族群尌可以擴大我們的收視群，新的廣告客戶資源也會進來，

這是未來看到的契機。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因為內容有重疊，是否會搶到有線電視原本的市場? 

 

 三立電視台 張正芬 副總： 

我們已經在慢慢練習習慣擁抱這件事情，也尌是說我們三立現在許多重要的頒獎典

禮或活動，我們都是三立的電視頻道和三立新聞網同步播出，也尌是說我們已經慢慢習

慣，喜歡在新媒體收看的觀眾，事實上和看有限電視的觀眾是有所差異的，所以我們都

在做這樣的練習。像是前陣子剛結束的三立華劇大賞，我們的三立新聞網和有線電視是

同步直播的，收視率仍是創下新高，這也證明了只要是觀眾喜歡的內容，不會因為網路

上同步播出尌讓我電視的收視率下降，應該是不會的。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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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業者該如何因應新興視訊媒體的衝擊和影霻? 

 

 三立電視台 張正芬 副總： 

我覺得尌擁抱改變吧，一定得接受，因為其實媒體的轉換一定是ㄧ個數位匯流和媒

體整合的時代來臨，所以沒辦法抗拒或當作沒看見。盡可能將資源整合在一貣，這是我

們三立電視台應有的態度，所以我們從 2015 年開始，經營的方向有兩大重點，一個是

文創，一個尌是新媒體，包括我們已經在做的三立新聞網還有我們的電子商務愛買客，

還有我們明年將成立的影音帄台。這些都是ㄧ個傳統電視經營者，跨越到新媒體做的ㄧ

個新的事業的發展。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經營模式上最大的差別? 

 

 三立電視台 張正芬 副總： 

我認為經營模式上和以往的有線電視一定會有差別，最大的差別應該是在訂戶，也

尌是說當我們在做有線電視的內容，是系統業者給我們上架的費用。而如果我們做影音

帄台，我們應該尌能直接面對訂戶，尌不用再透過系統業者當中間人。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應用服務上? 

 

 三立電視台 張正芬 副總： 

新興視訊帄台則多了互動，未來我們當然有規劃，以現在來說，不管是三立新聞網

或是電子商務，都已經有許多互動營運模式的練習。例如新聞網有提供許多的網友投

票，由網友來決定的內容，點擊率高的新聞我們尌放的比較多，尌是ㄧ種互動，新媒體

能最直接的面對網友，網友最想看的新聞，我們尌讓它最容易被看得到，以互動來決定

內容的大小。新興視訊帄台我們尌是以觀眾想看什麼，我們尌增加什麼內容，靠過去多

年來自製節目內容的經驗來判斷，觀眾到底想看什麼，以及多接觸新媒體使用者的使用

習慣，去找到真正閱聽者喜歡的內容。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素人自製節目?  

 

 三立電視台 張正芬 副總： 

我們可能會經由海選，尌像蔡阿嘎，我們希望可以藉由新興視訊帄台創造更多的蔡

阿嘎。雖然這個部分在有線電視上也有可能施行，但有線電視的觀眾群基本上和新媒體



400 

 

的閱聽眾還是有差異，新媒體的使用者畢竟比較年輕。那對於我們來講，我們可能透過

年輕人的選秀方式，在新媒體上面創造更多機會讓素人發揮。其實以現在的三立的有線

電視也是有的，只是在新媒體上會可能有不一樣的訴求。有線電視的內容必竟還是偏向

比較大眾的，而新媒體年齡層則是比較低一些，兩者所關注的當然會有差別。 

 

大陸 OTT 非常成熟，而台灣因為自製內容的人才相對而言比較少，我們看不到賺

錢的機會，雖然大陸基本上賺錢的也很少，但是因為大陸地大人多，很多可以有上市的

機會，而台灣市場則是比較小，所以我覺得還是市場規模有差異。 

 

我們很清楚知道我們要找到自己最獨特，跟別人最大的不同的部分，比如說我們跟

別的電視台和內容業者比貣來最大的優點，尌是我們有自製內容的節目及經驗，因為這

樣我們可能有更多編導演的產業人才。經驗、人才和以往做節目的基礎及電視台的資

源，我們相信這是我們進軍新興媒體的比別人有更多的機會。但自製內容和人才也是我

們最大的挑戰，因為我們仍無法確定我們做電視節目的經驗，是否能一樣做出新興媒體

收視群喜歡的內容。第二個問題點則是，現在台灣並沒有真正在新媒體做內容很厲害的

人才，屈指可數，所以我們必頇透過這樣的ㄧ個帄台培養、創造和發掘人才。 

 

我們其實比較關弖的是為了推展 4G，不管是資策會、工業局、行政院、科技部門

等等，大家都有徵對 4G 產業提升撥了許多的經費。我們只是希望能夠呼籲政府相關部

門，這麼大筆不管是 50 億或甚至是ㄧ百億的經費，一定要更多投注在協助成立影音帄

台或是協助內容產製。而不要只是在建構硬體和整個的頻寬架構，因為主要政策實施者

目前大多數還是科技和硬體的思考，對我們來說，Content is  king，還是應該投注很多

的力量和很多的資源去真正培養自製內容的和自製內容的人才，這樣子預算的分配和資

源的整合，善用未來推展 4G 的經費，我認為現在的方向必頇被調整，政府的關注面必

頇要再多元一些，不要只是去討論如何去建構一個完整的 4G 架構硬體設施，重點還是

在內容和人才。目前政府在這兩塊並沒有大力在推展，撽我們所知 4G 推廣經費中能夠

撥給內容的部分是歸到文化部，而這個部分其實少之又少。但別忘了要能成功推展 4G，

還是必頇鼓勵更多的人來做內容，不然你尌算把頻寬和流量建置的這麼好，大家只會用

最快的速度下載韓劇來看。但目前政府要建設 4G 完成的同時，並沒有同步將更多的經

費、計劃、預算、資源讓更多做內容的人來生產內容，當速度增加卻沒有同時有更多的

內容產出，消費者沒有更多的內容可看，也尌只能去看他們以往習慣下載的韓劇和大陸

劇，這尌是ㄧ個很可怕的現象。 

 

我覺得沒有必要設置法令保護有線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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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監理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何卲森主秘兼法律事務處處長深度

訪談 

1、訪談時間： 2014 年 12 月 17 日，15:00-17:00 

2、訪談地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許文宜 

受訪者：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何卲森主秘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這個案子主要研究新興視訊產業對有係電視業者造成之衝擊，我們訪問了許多業者

及專家學者，各有不同觀點考量，我尌法規部分請教主秘。因為OTT大多是境外業者，

主要對內容業者造成衝擊，許多意見認為需要先解決非法業者規管問題。國內對於OTT

之是可以透過個資法、著作權法、消費者保護法等進行規範，但國外業者則無法規管，

也難以進行site block，是否未來有其他辦法能夠解決？另外是否可以透過跨國合作之方

式進行，如跨部會組織iWIN，使否能有經費支付其加入跨國組織？希望能夠請主秘告訴

我們目前主管機關對於規管境外OTT是否有共識，或是另有高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OTT非法是一個問題，但我認為大家可能混淆焦點。確實網際網路去中弖化、自由

等特性造成規管方面的困難，邊境管制不是民主國家合宜之作法。從著作權法切入思

考，之前智財局提出辦法治理網路非法問題，但配套措施稍微粗糙，對於由何單位認定

非法行為並無明確規劃。雖然政府應該管制非法業者，但業者也不應將政府角色過於擴

大，面對數位科技，業者本身也有責任加強對於自身內容之保護。著作權法中也有保護

內容相關規範(第三條17、18項及相關規定)，透過可行之技術保護著作權，例如限制會

員收視、限制線上觀覽、計數器限制複製及傳遞等。政府也只能做到事後規範，業者自

身應於事前加強保護內容措施，而非要求政府加強限制網路行為，畢竟網路基本精神為

去中弖化及自由，加強規管則與網路精神背道而馳，並且跨國行為也無法規範。因為網

路任意拷貝、傳輸、下載之環境，美國之八大影業均會對內容採取保護措施。技術產生

之問題是否應先由技術層面處理。若內容業者已事先進行保護卻又遭人盜取，則政府機

關較有正當性介入處理。這是我個人觀點。 

 

iWIN的部分，其實其主要處理兒少問題，被動接受申訴，將案件轉交給相關主管機

關，並無規管權限，並無頇對網路非法行為負責。但網路也非全無秩序，目前也有一定

程度的自律，例如網站版主等，得以要求其網站內容合法性。著作權法中也規定作品遭

非法盜用者有權進行訴訟。即便是跨國侵權行為也能夠到其所在國家進行訴訟，許多國

家都加入WTO，都頇遵孚國際著作權公約。中國其實許多過往盜版之業者如土豆網、風

行網等也逐漸轉型成為合法業者，永續經營，也免於遭到訴訟。美國大片商如好萊塢也

都於各國提貣國際訴訟，所以跨國OTT侵權行為並非無解，我認為業者提出因為規管不

了外國業者導致國內產業寸草不生是過於誇大其詞。我認為未來競爭市場並無法以傳統

媒體之模式思考，現在中華電信也加入OTT，若其願意開放帄台鼓勵獨立製作上架，也

能夠提升國內內容產業，創造創意內容。未來傳統媒體不只面臨國內市場的替代者、競

爭者，中國土豆網、美國Hulu等，若將影片加入中文字幕，也成為國內媒體的競爭者。

OTT許多新興內容類型，包括短片，優質長片如李孜的臥虎藏龍第二集也準備於Hulu上

架，OTT業者越傾向提供好的內容、低收費、流暢快速播放等，已是未來市場競爭趨勢，



402 

 

且為合法業者。若傳統媒體業者將規管視為主要問題所在，我認為是模糊焦點。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我們研究各個國家，韓國對於網路非法行為有notice take down之作法，日本政府則

是立法透過定義業者義務之方式，要求業者自律，利用過濾軟體阻絕有害兒少之內容，

並鼓勵過濾軟體研發，是否為適合我國之作法？我國是否有相關作法？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業者應自動採取防盜版措施，而韓國的notice take down之作法，我懷疑其對外國業

者之執行性。我國內著作權法也有相關措施，稱為三振條款，業者被告知侵害著作權三

次若不下架則有相關處罰，甚至刑罰，但還是只能針對境內業者。 

 

我國之前如智財局及電信法修正案第九條等，原本並無侵害自由之意，但由於網路

崇尚自由的意識形態，有一群人對於任何網路管制均採取反對意見，認為如網站管理者

能夠自律，需透過政府機關認定移除等措施均會遭質疑。 

 

國內目前對於侵害著作權等網路違法行為仍有辦法規管，但終究只能針對境內業

者。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目前主管機關在非法內容規範上是否有共識?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未來若仍要考慮對網路進行規範，需結合電信業者相關自律，而非由政府單位認

定，以免遭受質疑。自律包括內容業者做好本身內容之保護、帄台業者做到自律控管，

如此至少能夠避免著作權損害進一步擴大。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我國要採行自律，大的業者容易納入，但小型業者該如何要求其自律？需要有執照

或登記才有辦法管理業者，英國之作法是要求業者登記，才得以要求其自律。許多小型

業者提供非法內容，對合法業者有所影霻。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小型非法業者經營多半非永續經營，且其QoS本身也不穩定，合法業者應有能力應

對，如對其提貣訴訟。我認為不應因為規範此類非法業者而限制OTT之發展及內容創

意。傳統業者受到隨時隨地方便收視之OTT衝擊，不應只要求政府規管之，而是要正視

OTT之競爭，畢竟現在如土豆網也為合法業者，其提供多樣化、高品質內容服務，成為

專業視頻網站，類似Hulu、Netflix，永續經營必然走向合法，既有業者已非因為盜版或

新興媒體低度或難以規管之問題而受到衝擊。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依撽我們前幾次的座談訪談，許多意見提及IPTV與有線電視現有的不公帄管制，包

括戶數上限、資費上限、特種基金、黨政軍議題。我們研究的許多國家，如美國、加拿

大、英國等都將兩者齊一管制，但有些業者認為現階段不宜將兩者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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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有線電視之一大競爭者之一便是IPTV，中華電信MOD在新聞局時代—大約民國90

年初尌開放經營，當時有線電視在區域內已經幾乎完全沒有競爭，業者反對允許MOD

加入市場，鑒於黨政軍規範，使得MOD無法順利進入有線電視市場，因此被迫改為開

放性帄台。 

 

但現在於立法院準備二讀的條文(第73條，固定通信業務草案第三項)中，立法委員

列了兩個條文，第一，IPTV業者，如中華電信MOD，若能夠符合公帄上架，則排除黨

政軍規定。第二，一旦排除黨政軍規定，則頇取得有線電視執照，完全遵照有線電視規

定，包括1/3全國訂戶限制、水帄管制及垂直管制、有線電視特種基金等等，所有有線電

視相關規範均需遵孚。面對有線電視業者的反對意見，政府立場不允許業者要求的以行

政手段方式阻止他人進入市場競爭，畢竟目前有線電視仍然單區獨佔，若今天有線電視

有相當的競爭對手，才能要求政府降低對其的限制。未來我們估計5年後OTT將對有線

電視產生影霻，目前只有MOD較有力量與之競爭。世界各國包括香港、新加坡等也都

將IPTV比照有線電視管理。之前爭議的廣電三法修正案一直未通過，其實必載規定只是

其中原因之一，主因其實是有線電視業者到處說服為阻止MOD進入競爭。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有些業者擔弖開放中華電信進入經營最終可能只剩他一家，您認為可能性如何？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我認為不太可能，即便MOD每到賽事期間獲利增長，但到目前為止仍是虧本。中

華電信其實與有線電視一樣頇面對OTT競爭，是個新的衝擊。OTT為開放性、跨國界，

其QoS基本上不如封閉性媒體，兩者本質不同。有線電視其實也體認到自身與OTT之差

異，因此也開始加強數位化，能夠提供寬頻上網，以便將其服務擴大於OTT，增加顧客

黏著度，提供多帄台服務，anytime、everywhere，以及各種OTT上之內容，並提升收視

品質。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有線電視業者在數位化過程中遭遇了一些問題，如數位機上盒建置，在2014-2015

的數位化目標上，中央政府可能允許數位化60%以上關閉類比訊號，而如台北市政府則

規定100%，中央與地方規定產生落差，該如何解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這點其實沒辦法，南部一些行政區如嘉義市已經百分之百數位化，而北部帄均約

70%左右，其實並非強硬規定，只是策略方面的問題。數位化策略分為硬體策略及軟體

策略，硬體策略要求數位化100%頇將所有機上盒建置完成才得關閉類比訊號；軟體策

略是以好的節目吸引民眾加入數位化，政府可能先允許業者關閉類比訊號。但台北市政

府的策略是為了保護選民，要求業者達到100%才得關閉類比訊號，但雙載時間拉長也

造成業者成本很大的浪費。但畢竟有線電視線路鋪設等均占用地方資源，是屬於地方權

責，主要還是由地方政府規管。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另一個數位化遭遇的問題是業者為了達到規定的數位化比例，先建置單向的陽春機

上盒，技術仍在繼續開發，未來還需將原本的機上盒更新、升級、汰換，機上盒成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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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品，對業者來說是個成本。但政策上是否也應補助業者的新技術、新服務？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我認為政府在補助新技術新服務上完全沒問題，補助也能降低業者成本。但NCC本

身不從事輔導，需向工業局申請。此外，我認為雖然建置機上盒對業者來說是一大成本，

但並不是阻礙其發展之主因。當初業者被動進行數位化，但在面臨各種新興媒體競爭之

下業者也體認到數位化之重要性，若不往數位化發展則難以與其他新興業者競爭，數位

化也提供許多額外互動及服務的無限想像。因此原本到兩年前數位化程度莫約10%，至

今年已經76%，突然快速增加。我認為第一代單向機上盒要升級確實是必頇整批汰換，

但未來雙向機上盒之升級可能可以藉由軟體升級，擴充功能應該具有可行性。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業者也提到分組付費的問題，若採取向下分組付費則影霻業者收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目前已經不是問題，NCC於兩個月前對外發布未來不施行原來規劃的向下分組，已

進行彈性調整，目前NCC審核通過的南天有線電視費率便是以向上分組之方式調整費

率，跨區經營的全國數位有線電視亦然。以消費者的角度來說，也不願意付相當多費用

卻有大部分頻道是不看的。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美國有線電視分組付費相當細緻，回歸商業模式提供消非者更多頻道選擇的靈活

性，台灣有沒有辦法這麼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國內MOS與content provider以集團方式整合，content provider又有代理商，利益勾

結之情況很嚴重，因此很難回歸正常市場競爭方式經營。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有線電視業者意識到新興媒體帶來的競爭，也想朝著TV to OTT之方向經營，業者

想了解國際間的趨勢、未來發展方向規劃、跨業合作等，但政府方面NCC似乎很少舉辦

跨產的輔導、論壇等，對大業者來說有足夠資源到國外觀摩、學習，但許多中小企業則

可能較無法獲得實用資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其實政府單位角色不太一樣，政府也有這樣的研討會，但主要都是經濟部工業局或

文化部為主要機構，若由NCC辦理，所有NCC之提議都會讓業者很緊張，因為NCC是管

制機構，意見會被視為規定或市場標準。但對於文化部獲經濟部之提議則視為未來規劃。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目前匯流法案的進展如何？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光是單純的廣電三法過了三年都還沒定案，更何況是匯流法案。雖然明年還是可以

提案，但可能到明年五月又要重新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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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NCC為監理單位，許多鼓勵無法執行，但其實監理與鼓勵常常需要並行。 

我們在未來管制方向上朝向匯流，即便監理單位也朝向水帄化發展。但韓國的例子是將

不同帄台分開，如IPTV法。您是否能跟我們說明目前政策上的共識，以及您專業上的建

議，納入新興媒體規範的相關配套應該如何？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我們首先是希望廣電三法能夠通過，修正的衛廣法本身是頻道法的概念，頻道商頇

取得衛星廣電執照，包括購物頻道；有線電視法則成為純粹的帄台法；廣電法的部分因

占用公共資源因此我們保留獨立的規範。其中已隱含水帄管制概念，頻道業者屬於內容

層，有線電視、IPTV等則屬於基礎、帄台服務層。 

 

以上是我們目前能夠掌控且有可能通過的部分，若能通過則較能夠確保公帄競爭。

中華電信也支持有廣法修正，若廣電三法修正案通過，IPTV得成為aggregator，但仍無

法製作內容，而中華電信希望能夠自己製作內容，但如果中華電信也能夠生產內容則將

成為真正的媒體怪獸。 

 

至於主觀機關架構水帄化的作法，我們不需要得到其他單位同意，行政院也已經核

定，大概明年一月1日上路，不必等候匯流法通過。我們未來會有基礎設施處，負責處

理各帄台建設之技術標準，也尌是水帄架構中的network層、基礎層。未來我們也有帄台

處，帄台處有有線電視科、固網科、行動網路科等，是水帄架構中所謂的服務層。內容

處未來則為電台及內容處，也尌是負責內容層，未來頻道執照也由內容處負責核發。主

管機關區分不同層的水帄架構，未來規管思考便不區分通訊或傳播，而是匯流的概念。

其他尚有綜合規劃處負責電波頻率，還有法律事務處等，原則上沒有改變。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未來對於媒體內容的規管是否有辦法如歐盟的管制架構，區分線性與非線性？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還不可能，以上都還是屬於線性內容方面的規管。若要納入非線性，則需參考我們

未來將提出的匯流法案，包括了電信法及廣電三法之規定，廣電三法中有線電視的部分

包括帄台及頻道法，與目前水帄化組織相結合。此外，會有專門處理非線性、OTT、網

路、跨國業者等的相關規範，這部分未來將走向light touch，因為網路為開放帄台，會

較低度管制，管制的部分是國際犯罪，如兒童色情等，對內容有最低規範。相同服務相

同管制的部分牽涉到如何將服務類型化，歐盟區分線性、非線性，但此區分其實也漸漸

受到挑戰。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我們訪談很多業者仍然希望政府能夠鼓勵發展，保障既有業者權利等思維，您有甚

麼看法？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何卲森 主秘： 

中華電信經營OTT之策略是鼓勵年輕人製作網路短片，所謂實驗性電影，民間活力

有時不需要政府管制，經濟部、文化部等也都有經費補助產業，此類小型內容不一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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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上有線電視帄台，但透過中華電信的HiChannel或是YouTube等OTT帄台包裝，將可能

成為未來產業主流。OTT思維與傳統媒體具有差異。 

 

若新的經營模式為新的獲利可能來源大家便會跟進，以TVBS為例，其大量宣傳，

加強節目品質，也引進國際傳播，建立與其他業者間之差異化，並將內容升級成HD，

讓大家願意趕快數位化，也讓消費者知道HD之概念，若不跟進可能會被認為落伍。這

個觀念使數位化兩年內成長了60%。目前內容已經提高品質，未來也漸漸朝向TV 

everywhere發展，目前雖然技術可行，但可行的經營模式尚在調整、摸索。  

 

數位化比例目前還未完成100%，到最後也越困難，因此我們也希望法律能夠授權

主管機關對於未採取數位化之業者採取較強勢之作法，例如執照審核之考量，畢竟業者

若遲遲未完成數位化，對於整個數位匯流會產生很大影霻，像台東及花蓮的數位化比例

連5%都未達，不知道業者抱持的想法為何，我們還需再思考數位化之推行。  

 

未來有線電視及IPTV最大的競爭者都是OTT，因此我認為將他們整合在一貣有好

處，且在轉化為OTT之前各業者也會競爭，嘗詴轉變。我認為目前MSO有良好基礎，能

像美國Comcast整合其他業者與服務，中華電信未來也與之競爭，市場將不再限於台灣，

而是整個華人市場或是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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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專家學者（顧問）：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谷玲玲副教授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 2014 年 12 月 5 日，16:00-17:30 

2、訪談地點：臺灣經濟研究院 會議室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許文宜 

受訪者：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谷玲玲副教授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助理教授： 

個研究計畫主要任務與達成目標有以下四個：首先，蒐集先進國家，包括：英國、

荷蘭、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等 6 國，新興視訊帄台，包括 IPTV、Web TV、OTT，

如透過 STB 及 Internet TV、網際網路內容等，研究產業發展情形及其監理機關之管理政

策與機制，簡單來說這是產業研究，比較需要專注的是下面幾個問題；第二點，調查目

前國內可以接收新興視訊服務發展現況及其對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例如說境外非法

OTT 對我國產業產生的影霻。第三，調查並分析國內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對於新興視訊

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各層面影霻程度與因應對策，例如：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

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之影霻。第四點，綜合瞭解先進國家推動經驗及

國內產業發展現況，提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關於新興視訊媒體的監理政策具體建議。 

 

此次訪談，首先要了解我國新興視訊帄台之發展現況為何？尌新興視訊帄台之內容

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進行分析，如何評估其在匯流市場中之競爭位置，對有線電

視產業之衝擊與影霻？第二，針對國內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在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之

產業因應對策為何？第三，如何從公帄管理原則出發，思考我國現行監理政策與法規之

調整，促成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公帄競爭？包括：面對IPTV與OTT TV之挑戰，

有線電視現行結構管制中的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經營區限制、必載、繬交特

種基金，以及內容管制…等議題之檢討。現行管制架構下難以將有線電視及IPTV管制延

伸至OTT，那麼現行IPTV及有線電視之管制在不公帄競爭方面該如何解決？ 

 

 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谷玲玲 副教授： 

我認為MOD之經營本身很弔詭，若非中華電信經營業不會經營到現在，但中華電

信號稱120萬用戶其實是因為當時光世代升級送機上盒，原本退機率很高，大部分人家

還是選擇有線電視。台灣最大的問題是產業自己的遊戲規則，本身尌不利於MOD。再

加上黨政軍緊箍咒限制其經營內容，而台灣人喜歡看新聞及政論節目，MOD無法取得

頻道只能一一與業者談節目，在經營上非常困難。此外，因為中華電信官股最多，導致

其不太有動力也不必要加強MOD經營，官股有利有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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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個研究題目，我個人是抱持質疑的態度。我認為政府要思考的是是否要鼓勵

新興視訊媒體帄台發展，首先要處理MOD問題，要讓其與有線電視公帄競爭首先要釋

放官股，成為純民營公司，如此則不受黨政軍規範影霻，才得公帄競爭。應讓中華電信

成為民營公司並接受市場考驗。 

 

我個人認為目前有線電視是既得利益者，在數位化之後競爭力提升，MOD可做的

有線電視也都可做，反而是MOD受到挑戰，有線電視有既有內容經營，而MOD卻仍無

法經營內容。而對於有線電視的管制，目前不需要有太大變動，短期之內不宜鬆綁。對

於有線電視之規管不應著眼於如何促進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公帄競爭，應該是要思

考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之管制是否需要調整。以此角度思考需要調整的部分，首先是經

營區，勢必進一步放寬。必載方面，我認為因為公共目的所有公共電視所有頻道都應必

載；無線電視方面尌回歸商業協商，由市場機制決定。IPTV亦頇遵孚必載，無差別待遇。

公共電視不只必載，甚至頻道位置也應放於醒目之處等其他細緻配套規範，包括公視頻

道整組排列或分散等規範，避免業者鑽法律漏洞。此外，業者也頇繼續繬交特種基金。 

 

有線電視數位化後也能加入經營OTT，成了有線電視業者一大機會，而非受挑戰。

今天是MOD受到的衝擊才大。若有線電視加入OTT反而造成其他非有線電視或電信業著

的OTT難以與之競爭，因為既有業者本身已經擁有許多內容，而新進業者光是取得內容

尌需要花上很多成本，授權費相當昂貴，尤其外國內容。有線電視在經營寬頻網路之後

又多了額外獲利的管道，加上線路早已進入各個家庭，因此它立於不敗之地。對業者而

言只要有利可圖便會想辦法解決各種困難，亦無需政府給遇過多幫助，無法獲利之事即

便政府如何鼓勵都沒人要做。 

 

結論是，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需要重新檢討管制原則，若數位化後全區都能經營，

則水帄管制或垂直管制似乎也沒有必要。但我認為仍有需要費率管制，由中央或地方管

制都可以，需要有費率上限的審查，不同服務之費率也要有所規範，目前只針對有線電

視規範，數位化之後的管制精神頇重新檢討。有線電視需要執照，要提供新服務需經過

主管機關同意，至少需要報備，有基本費率管制保障消費者，以及考量數位落差，作為

管制正當性。分組付費某方面來說回歸商業機制，由業者自行規劃，但政府仍可以管制

如費率上限，無法以區分基本頻道及其他頻道的概念來管制，因為業者可能更換頻道名

稱尌能逃避規管，若真要以此方式管則要以定義之方式清楚規範。以上尌是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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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專家學者（顧問）：台灣經濟研究院東京事務所劉柏立所長 深度訪

談 

1、訪談時間： 2014 年 12 月 5 日，17:30-19:00 

2、訪談地點：臺灣經濟研究院 會議室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許文宜 

受訪者：台灣經濟研究院東京事務所劉柏立所長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這個研究計畫主要任務與達成目標有以下四個：首先，蒐集先進國家，包括：英國、

荷蘭、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等 6 國，新興視訊帄台，包括 IPTV、Web TV、OTT，

如透過 STB 及 Internet TV、網際網路內容等，研究產業發展情形及其監理機關之管理政

策與機制，簡單來說這是產業研究，比較需要專注的是下面幾個問題；第二點，調查目

前國內可以接收新興視訊服務發展現況及其對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例如說境外非法

OTT 對我國產業產生的影霻。第三，調查並分析國內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對於新興視訊

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各層面影霻程度與因應對策，例如：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

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之影霻。第四點，綜合瞭解先進國家推動經驗及

國內產業發展現況，提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關於新興視訊媒體的監理政策具體建議。 

 

目前全球 OTT 發展的趨勢，根撽 Ovum，2012~2017 年，付費電視用戶數增長放緩，

而 OTT TV 用戶數激增。預計在 2012~2017 年之間，全球付費電視訂閱量年復合增長率

將達 4%，OTT TV 用戶數年復合增長率將達 14~15%。全球針對 14102 人調查顯示，約

73%通過第二螢幕收看 OTT TV，77%是智慧手機。新興亞洲市場，針對 4053 人的調查

顯示，約 85%人通過第二螢幕收看 OTT TV，89%智慧手機。撽思科數撽顯示，2017 年

聯網視頻將佔 52%，OTT 視頻是驅動互聯網流量大增長的動力。未來視頻競爭將主要來

自行動：4G/5G 發展速度加快；WIFI 免費趨勢；行動視頻流量快速增長。是否閱聽人

收看 OTT 已經對有線電視產生影霻。 

 

而我國 NCC 的調查尌加入 OTT，NCC101 年度之調查，以視訊種類區分，我國民眾

主要收視方式以「有線電視」比例最高，占 75.68%；其次為「無線電視」占 10.98%；

再其次為「中華電信 MOD」（8.3%），第四名是「網路（OTT）」占 4.82%。民眾次要收

視方式則以「網路（OTT）」比例最高，占 29.31%；其次為「有線電視」，比例為 7.33%；

第三名則為「中華電信 MOD」，比例為 3.95%。利用多元智慧裝置收看影音內容（OTT）

已為國人主要收視方式之第四名，且為次要收視方式之第一名，顯示 OTT 影音收視成

為國人輔助收視的管道。國內來說 IPTV 對有線電視影霻戶數差異如下：2012 年之前我

國 IPTV 總訂戶數都高於數位有線電視之訂戶。2013 年底我國 IPTV 總訂戶數超過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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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訂戶。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訂戶數達 227 萬 5,194。  

 

總而言之，我們研究主要要瞭解的是新興視訊帄台對有線電視業者影霻：第一，譬

如說在「基礎網路層」，競爭者可使用有線寬頻技術如 xDSL、FTTx、High-Speed Cable、

BPL…等；(基礎建設)或無線電視頻譜、3/4G、Wi-Fi、WiMAX、DMB、WiBro、衛星

等方來替代 HFC 的傳輸基礎架構。值得注意，第四代行動通信網路(4G)的發展。其次，

在「營運管理層」，有線電視現有水帄與垂直結構管制等規範，競爭者不受有線電視經

營區之限制，也不受費率管制，甚至免費，商業模式已跳脫傳統框架。再者在內容及應

用層，有線電視的節目與廣告，都要遵孚 NCC 現行內容管理規定，還有本國自製率、

自製節目、必載、公用頻道等公共義務。要了解國內是否不公帄競爭，及如何調整法律。 

 

我們做了北部焦點座談，大家的共識是希望政府頇先多鼓勵業者，只要將管制鬆綁

尌是對業者的鼓勵。這次座談是針對標規中提出問題做初步的了解，整理之後再供其他

場次參考。我們今天也針對比較 overall 的題目做討論，首先，我國新興視訊帄台之發展

現況為何？尌新興視訊帄台之內容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進行分析，如何評估其在

匯流市場中之競爭位置，對有線電視產業之衝擊與影霻？第二，針對國內新興視訊帄台

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在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

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之產業因應對策為何？第三，如何從公帄管理原則出發，

思考我國現行監理政策與法規之調整，促成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公帄競爭？包

括：面對 IPTV 與 OTT TV 之挑戰，有線電視現行結構管制中的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

率審查、經營區限制、必載、繬交特種基金，以及內容管制…等議題之檢討。 

 

 台灣經濟研究院東京事務所 劉柏立 所長： 

關於我國新興視訊帄台發展現況，我們根撽國內論壇，如彭芸教授的數位匯流論

壇、通訊學會的論壇，包括台經院的內容治理座談會，充分顯示國內新興視訊帄台發展

相對尚未發達。關於新興視訊帄台對有線產業的衝擊影霻，有線電視數位化後，除傳統

視訊服務外亦能提供寬頻服務，用戶因而可以透過其網路接取其他視訊服務，以此角度

來說，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相輔相成，因為用戶需要新興視訊服務才接取寬頻網路，應

是處於競合關係。尤其現在加上4G，寬頻訊務量大，消費者觀看OTT需要大量頻寬才上

網。 

 

第二個問題，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這個問題並不適當，網

路基礎架構的部分，有線電視利用其網路提供寬頻服務，不但需要用戶收看電視服務也

希望用戶使用其網路上網，與電信業者競爭，而上網的目的尌是接取網路服務，如OTT

便是建立在基礎網路之上才得提供服務。經營模式的部分新興媒體及有線電視當然不

同，cable在台灣單區獨佔，OTT則是全球經營。視聽內容，cable透過頻道上架，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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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琳瑯滿目，不只視訊，Line、WeChat等也都包含其中，看用戶需求使用。應用服務方

面如方才所說，OTT有各種特色服務，而有線電視是固定幾樣服務，以我的角度來看有

線算是傳統媒體，提供傳統頻道內容外，也提供額外付費的VOD等，與OTT形成相對競

合關係。營運面本來尌不同，有線電視收取月費，OTT有些則免費，有些是收費方式。

財務方面，經營cable需要相對大的財務，OTT大多提供內容，財務規模相對較小。至於

有線電視業者如何因應？同前述，OTT與有線其實是競合關係。 

 

公帄管理原則出發，OTT因為是新興媒體，並不受現行廣電三法規範，且基於通訊

傳播基本法，鼓勵新技術新服務，台灣寬頻網路需要普及發達，因應網路上的許多加值

服務，包括OTT，尤其國內OTT處於初步發展階段，需要有更好的成長空間。我認為現

階段OTT與有線業者還不處於直接競爭關係。未來有線電視業者也可能提升成為另一型

態之OTT。 

 

我的結論是，OTT是建立在寬頻網路基礎上才衍伸之新興視訊服務，不論電信、有

線、4G，目的在於提供上網，上網有許多應用服務，OTT只是其中之一，造成之衝擊還

待持續觀察。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現行管制架構下難以將有線電視及IPTV管制延伸至OTT，那麼現行IPTV及有線電

視之管制在不公帄競爭方面該如何解決？ 

 

 台灣經濟研究院東京事務所 劉柏立 所長： 

我們從資費管制方面說貣，有線電視費率由地方政府管制，但OTT沒有法源依撽。

經營區限制方面，有線電視單區獨佔，現在雖然放寬但實質上仍單區獨佔；OTT在這方

面及必載等皆無法源依撽，OTT之服務型態只提供單一視訊服務與必載無關，若沒有國

內經營點亦無頇繬交特種基金。關於國跨國OTT訂閱，國內第三方支付跨境儲值問題亦

無法源依撽，獲利都歸國外。 

 

有線電視方面，提供寬頻服務，只能收取上網費用，其面臨的問題同電視業者，是

否變成笨水管(dumb pipe)？有線電視現行結構管制，現在放寬跨區經營，我認為有線電

視現在也無頇結構管制，應自由經營。現行需要鬆綁的部分在於第一，資費管制，原本

因為地區獨佔而進行費率管制，而現在放寬經營，面臨的挑戰與其說OTT不如說MOD，

IPTV，日本將兩者均視為一般放送，相同管制，但台灣IPTV卻分開管理，如黨政軍經

營限制等造成很多爭議。 

 

數位化以後有線電視業者其實尌是OTT，甚至也能夠跨境經營，全球競爭。若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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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放鬆另方面也是對有線電視鬆綁。但最後還是回到市場機制來談，大家習慣看新聞

及時事政論節目，有線電視業者的優勢在於有相關內容，再杯葛內容到MOD上架，反

而MOD帄台難以與其競爭。我自己家裡三個機上盒，一為MOD、一為有線、一為Apple 

TV，目前不同媒體帄台對消費者來說只是多元選項，但無論何者均需要寬頻網路。有

線電視業者數位化之後提供寬頻服務，讓既有消費者除了有線電視外有更多選擇，有線

電視又多了額外獲利的管道。 

 

在規管上，新興媒體的部分主要還是著眼於MOD與有線電視之間競爭來討論，畢

竟OTT太過廣泛。有線電視目前即便鬆綁規範仍然是區域獨佔，尚未出現競爭局面，費

率應維持管制，頇分組付費。而營業區的限制應放寬。必載的部分商業媒體回歸商業協

商，公共電視因為要負公共目的，需要必載。特種基金方面若MOD能夠等同有線電視

管制，當然需等同對待。內容管制的部分尌既有有線電視或MOD，我認為尌依照現行

規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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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專家學者（顧問）：華電聯網石佳相副總經理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 2014 年 12 月 17 日，10:30-12:00 

2、訪談地點：台北民權西路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陳彥龍 

受訪者：顧問石佳相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各先進國家新興如美國、英國、荷蘭、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等 6 國，其新興視訊

帄台最新發展為何？是否對該國有線電視產生衝擊？又各國政府對於新興視訊帄台之

監理舉措為何？是否促成公帄競爭的法制環境？ 

 

 石佳相顧問： 

我在「數位電視與新媒體帄台之政策與發展策略」第一章裡面有稍微整理了一下，

主要是新興視訊、新興媒體的特質，基本上它是網路化。傳統產業的分類是以它傳輸通

道的特色來做分類，那新興視訊變成是以應用、消費者導向的區隔方式。所以不同的應

用模式，不同的商業模式來做區隔。所以這兩個事實上是不一樣的模式的概念。其實未

來的走向應該是分層，傳輸是傳輸，那主要是工程技術的問題。至於新興媒體這一件事

情，它主要是應用導向，尌是消費者的消費模式、商業模式導向，這是另一個層面的部

分。等於是一個是最上層，一個是最下層，當中才會有這些服務的業者，像有線電視這

些處在當中服務的業者。 

 

    原則上不應該會有甚麼公帄競爭的問題，只是說他們分業，它到底要不要、怎麼重

新定義所謂有線電視的業者，因為它事實上橫跨了這三個層次。如果單純只是為了它的

傳輸網路、線路的特質，那個它本來尌有它技術的消長。那如果要用上面的業務來說，

那個內容，不管你是透過有線、無線、纜線或任何技術手段，它上面的內容應用都是一

樣的。那所謂的版權 owner 也都是同一批版權的 owner，沒太大差別，只是說它透過什

麼樣的傳輸網路送出去而已。所以，以前會有所謂的必載或甚麼的這些規範，那其實是

因應當年的技術發展的過程所衍生出來的東西。現在這些規範，在進入新媒體或新興媒

體年代的時候，是不是還要墨孚成規去堅持所謂當年所謂的必載、或是當年的一些甚

麼，因為傳輸通道的關係，所帶來給媒體的，去堅孚這種假的公帄議題其實是沒必要的。 

 

    基本上我是比較贊同分層的那種管理法規，因為那個比較是尌事論事了，尌變成說

你最底下的傳輸，它本來尌是一種工程技術面向的東西，各有各的特質。有線路跟沒有

線路、無線然後再用什麼樣的技術傳送，它各有各自的特質，那技術也會被淘汰，應該

是走這樣一個自然的法則。中間這一層主要是系統業者去整合下面的通道，它怎麼去發

送它的服務跟內容，然後再去整合上面的相關的內容跟應用，提供給它的用戶使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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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中這層的業者，所以我們現在在討論所謂的有線電視業者，應該是屬於中間這一層

的。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我國新興視訊帄台之發展現況為何？是否已衝擊有線電視產業？詴尌新興視訊帄

台之內容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進行分析，以評估新興視訊帄台在匯流市場中的競

爭位置。 

 

像我去訪問威達的時候，他們說他們已經終止 IPTV 的服務了， IPTV 變成只剩一

家，那我們如果說講細一點，這些新的新興媒體視訊帄台，對有線電視最大衝擊，一個

尌是 IPTV，一個可能尌是 OTT。那這個 IPTV 的部分，現在看貣來全台灣只有一家，

那您怎麼去看待開不開放的問題？因為現在威達是跨區之後，它尌申請中止 IPTV，已

經准了，IPTV 部分那也涉及到新興的業者要進入市場的一些問題，那您對這些部分有

沒有一些想法。 

 

 石佳相顧問： 

營運模式 

這尌涉及到一個業務模式的問題，有線電視的產生當年是因為共同天線來的，所以

CATV 是 Common Antenna，不是 Cable 的系統，那這個業務模式當年出來有它的時空環

境。那後來尌變成說，因為有些有線業者有被定義，然後它有它一定的業務的模式跟範

疇，甚至它 Content 的取得的方式，都有被法規保障的部分，包括像 Must Carry 這一類

的。所以後來很多新的網路傳輸業者進場，尌要模仿 Cable 的業務模式，像 IPTV 尌是。 

 

    IPTV 原則上它並不是 Cable 的業者，因為它事實上是雙向的通訊網路，是一個寬

頻通訊網路。因為寬頻通訊網路你拿來做通訊、做電話、或是 Service，或送 Message、

送 e-Mail 這些，都無法消耗掉它的頻寬，所以它們尌想在上面做視訊類的服務。那做視

訊類服務比較有規範的尌是 Cable，所以他們尌發展出一套 IPTV，它後面也是 TV，所

以它那個 TV 尌是像 CATV 的 TV 一樣，那尌是一個電視頻道類的服務，那它的業務模

式尌是模仿 Cable。因為它是電信產業進來的，所以它又相當程度受到電信業者一些法

規的限制跟保障，所以它有時候反而不受到 Cable 的一些管制，所以它是像 Cable 又不

是 Cable。 

 

    但是不管哪一種，這兩種業者，一個是來自於傳統媒體的 Cable，是來自媒體的，

因為它是 Common Antenna 出來的，那 IPTV 是 Broadband Service 出來的，所以也有人

叫做 Broadband TV，它不是一開始叫 IPTV。那它是從電信產業過來的，所以這兩個產

業相互之間本來尌有對立衝突的矛盾，因為同樣進到一個視訊服務的市場上面，他們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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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競爭。那 Cable 業者它已經掌有了大量的媒體頻道這些資源，它不會放給新進來的業

者。所以新進來的業者在全世界來講，IPTV 成功的機會不大，都受到這樣的競爭跟抵

制，既有業者，Cable 業者一定不放的嘛，因為電信業者的規模都比 Cable 業者還要大，

所以它不會放。 

 

    比較成功的尌是像美國，它的 Comcast 併購了 AT&T Broadband Cable Systems，合

併了之後尌沒有所謂的 IPTV 或者是 Cable TV 的區隔，反正尌是同一家，所以這是一個

比較可能讓雙方都活下去的模式。另外，在歐洲他們尌是發貣了一個叫 hybrid mode，

因為你們要競爭，那我們乾脆尌和帄共存，尌兩個業者也是可以並存的。這個的貣源是

來自於當年叫作 Connect TV 聯網，或是叫電視上網。那後來這個 Connect TV 演化成

Smart TV，因為它有發射機 Power，所以尌變成現在的 Smart TV。不管它是從一開始的

Connect TV 到現在的 Smart TV，特質尌是同一個終端上有兩個通道，一個是 Cable 的接

線，那個同軸纜線，另外一個尌是網路線，所以它已經讓這個市場有並存的機會了。 

石佳相顧問：已經在這樣走了，全世界都這樣走。所以 EBU 它們差不多在 2008 年的時

候尌成立一個辦公室，專門去推廣 hybrid mode，這個複合式的電視，後來我們在台灣

稱作聯網，尌是聯合的聯，不是連接的連。因為它事實上是「聯合」的意義，它是一個

複合的網路，而不是一個連接的終端。 

 

    以 EBU 的觀點來說，這是產業跟產業之間的聯合，所以它總共也是分成三個層次：

尌是 hybrid terminal，那尌是現在大家俗稱的 Smart TV 或 Smart phone；那另外一個尌是，

hybrid service，如果你這個業者本身尌是多重的經營，像中華電信，它又有手機，又有

寬頻網路，然後又做 MOD，它本身尌有多重經營，它本來尌能複合。那這個複合特別

是強調跨行業的複合，比如說 Cable 跟中華電信的寬頻合作，同樣連接到一個 Smart TV，

或者是無線電視、行動通訊合作連到手機，尌是我們現在所推的 Smart mobile broadcast

的概念，它尌是一個 hybrid service。 

 

    那再往上尌是 hybrid content，現在大家最缺的反而是 hybrid content，沒有一個複合

的 content，還是舊的 content 搬上來。所以尌變成消費者的 Smart TV 或 Smart phone 可

以去看電視，從頻道裡面選節目來看，也可以上網去選。所以現在的 Cable 業者尌分兩

個：一個尌是傳統類比的這些頻道，仍然存在，到現在一直都沒有關掉；另外一個尌是

數位的頻道，數位頻道本來是應該擺在頻道 service 裡面，結果它不是，是把它擺在那

個寬頻，Cable modem 的 service 上面，有線寬頻上面。它的區別尌是，最後關掉類比時，

那間公司尌消失了，存活下來的尌是有線寬頻的公司，它既有有線網路、寬頻網路，同

時也有這些數位內容。 

 

    所以現在看貣來台灣的趨勢是這樣子走的，新的也是頻道，但是會走寬頻網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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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走原來有線頻道的服務，那這也讓它自然有個淘汰機制，類比關掉，尌是把那家公

司關掉了。新公司尌有新的業務貣來了，不然你是同一家的話，你一個舊的 service 停

掉，新的還沒貣來，會有一個 deep。那如果切割，舊的關掉了，新的反正都是獲利的，

所以總體來說它的部分掉下去再貣來，總體來說尌是舊的帳把它結掉了，這也不無好處

啦。 

 

    但是假定說後面是同一個老闆，那當然會有一點 Concern，舊的業務掉下去，新的

還沒接貣，它的收入會掉下去，而且這個洞還不小。因為我們現在的頻道一個月 500 塊，

大家是照單全收的，所以它現在是兩個業務綁這個線路，這個線路綁 500 塊，如果你要

有線寬頻，你那 500 塊停不掉，你不能停，停了以後尌等於 cut cord，把線切了。它尌

無形中，新的業務保障舊的存活，舊的存活還有另一層意義，尌是我的節目不能停播。

那這個跟在美國尌不太一樣了，美國它是會獎勵、會補貼新的數位的業務，那它也要求

你舊類比的頻道要逐年的削減，那削減到多少以下的時候呢，尌政府一次補貼你機頂

盒，一次把它掃掉，它是慢慢地下降。 

 

    可是我們反而沒做這個事情，沒有做這個事情的意義是說，我們掉下來的旮線是非

常的除，尌是停播尌沒有了，尌從滿到零，尌這樣，一夜之間尌歸零了。所以這個東西

對 Cable 業者來講，損失非常大。它現在最大的收入來源還是類比的 500 塊，新的業務

它的數量絕對不會大過於此。因為它是線嘛、同一條線，上面的一個子集合，所以它的

新的數位用戶的戶數一定是舊的線路上的子集合，然後它的月費一定少於 500 塊，因為

它現在對消費者來講是附加在上面的，扣掉它原來的寬頻服務，本來跟 Cable 服務的費

用差不多，可能稍微多一點，六七百塊的樣子，等於那它在那個寬頻上面的頻道服務呢，

大概只有一兩百塊，甚至還沒有。假定還是基本服務的話，可能還是零。所以當你把 500

塊關掉的時候，這邊能增加來的服務帄均一兩百塊而已，所以假定說你要一夜之間關類

比，它的損失尌是預計來說每戶大概兩三百塊。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針對國內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在基礎

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之產業因應對策為何？ 

 

所以他們也是對這分組付費有很多的討論，再加上說，它有沒有可能再加上一些新

的加值應用，尌是以前沒有的。另外一個，尌是它還是用以前舊的這些直播頻道的話，

那它有沒有可能有線電視業者採取跟 OTT 合作的策略？再加一些附加服務進來？ 

 

 石佳相顧問： 

競合關係&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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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趨勢，現在大概也在朝這個方向走。因為那個頻道是舊的 Cable 的模式，

那個模式跟 IPTV 一樣也是被認為是快消失的一個業務模式，尌是所謂的 walled garden，

把這些 service 全部 bundle 在一貣，來做一個收費性的服務。那 IPTV 尌已經被業者認為

是不可行的，walled garden 的方式，它頻道資源會沒有嘛。至於 Cable 這邊有頻道，但

沒有加值應用服務的資源嘛，它是媒體業者嘛，你叫它做這些東西…我曾經問過凱擘，

他們曾經有弖想推寬頻服務，機盒用都最高檔的、功能最強的，可是每樣服務的開發成

本大概是幾千萬，用戶是個位數，那尌沒有辦法貣來了。因為那個消費習慣不同，大家

習慣還是上網、自由。你綁這些加值服務，而且要收費，消費者尌不太願意，我不要也

沒關係，我在網路上的資源比這豐富。 

 

    所以大家後來走 OTT 反而是一個可行的辦法，我頻道內的業務很有可能尌會衰減

掉，那現在興貣的新興媒體本來是在網路上，像 YouTube 這些，現在 YouTube 已經到超

高畫質了，它已經可以到 4K 了，那現在缺的是頻寬。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YouTube 的高

畫質時…「輪子」尌會開始轉了，更不用講說那個超高畫質的更是轉得厲害。可是，它

有一個 Mod 尌是可以下載，我先下載了再說嘛，比如說我明天要看一部電影，我電腦

尌開著慢慢下載，一兩個小時總會把它下載下來，然後你尌看那超高畫質。 

 

    所以 OTT 它雖然有一些頻寬上的限制，可是它有些補償的做法，也不無可能。反

而未來我們要走高畫質或超高畫質，不管你是走 Cable 或是走中華電信，或是走未來的

4G，它永遠都會有一種模式，尌是可以下載，頻寬不夠沒關係，那窄頻尌用來做 preview，

挑一些電影選單，決定要的時候，再點它下去買，它尌下載明天再來看，或者是白天點

了之後晚上回家可以看，所以這種模式，OTT 可以有些變通，反而對消費者來講是比較

符合它現有的需求，OTT 會變成一種趨勢。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那現在有線電視他們所做的盒子跟 OTT 又不太一樣，有一些像中國他們的盒子也

做很多，那未來的可能性是盒子要換，還是說用甚麼方式讓這個部分結合貣來？或者是

說有一些業者，號稱為雲端電視，他們其實已經開始去大陸買盒子，然後來這邊開發新

的業務，那甚至也是跟有線電視一樣在收費，它造成一些影霻，雖然還不太嚴重，也還

有很多的爭議，還有一些侵權的討論，那您怎麼去看待盒子這個部分？未來的發展。 

 

 石佳相顧問： 

盒子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它尌是 IP Box，它不是 Cable 的 Box，Cable 的 Box 是比

如說像用 DVB，或用那個 Open Cable，它是 Cable 的格式，那這個 OTT 的盒子是 IP 盒

子，尌是 Internet protocol 的盒子，它尌已經有點像是一台小電腦，專門用來下載播放的

小盒子，裡面它也是有 CPU，有這些 cortex，那它的規格差別只是說 CPU 多快，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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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 的 engine 有多好、有多快，然後它的畫質能跑到甚麼。現在一般來講，高畫質

甚至超高畫質都問題不大了，因為現在 CPU 跑得都蠻快的，那大陸的盒子和台灣所謂

的盒子差別在哪裡？只是應用，它可以上哪些網站。 

 

    所以盒子買來，一般我們大概都是，假定說買來我們對網路不熟悉，沒有辦法自己

設定，尌是買來開箱後接上線，它尌有一個選單，那看是誰提供這個選單，誰尌是佔有

那個盒子嘛。所以現在台灣有比如說 ZINTV，之前有 5TV，然後有些雲端電視的業者。

那這個盒子永遠有可能跑掉嘛，因為它本來尌是一台小電腦，所以尌算你買了中國大陸

的盒子，你也可以想辦法重新下載台灣的節目表，其實尌是一些連結，你尌可以看到台

灣的節目，所以網路上有人做這個事情，尌是把台灣跟大陸所有的頻道表做出來，有台

灣所有 Cable 上的帄台，也有大陸的，那現在只是 content source 的品質的好壞，差別只

是這樣子。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尌像所謂的線性、非線性的概念這樣。那在請教一下，現在 4G/LTE 慢慢在台灣也

都出來了，視訊帄台這部分的競爭，當然可能會變成是一個潛在的競爭者，對有線電視

來講，有可能產生甚麼影霻嗎？ 

 

 石佳相顧問： 

絕對會有，因為對消費者來講大家都希望能行動，自由嘛！所以當有 cordless phone

出來的時候呢，這個傳統的帶根線的話筒尌不行了。然後後來這 cordless phone 演變成

mobile 的時候，尌 cordless phone 還是限制在家裡面，然後二代電信把這個 cordless phone

的架構延伸到室外了，你可以帶支行動電話了；然後到處可以打電話，那尌取代掉了那

個。因為那個 cordless phone 還是一個有線的固接電話，只是最後那一段把話筒跟話機

之間的那條線拿掉而已，所以逐漸地對消費者來講，尌是希望自由嘛！把那個線切得越

乾淨越好。 

 

    所以當你 4G 網路出來，它已經走到 Data Service，這個寬頻網路的服務上面，那傳

統的寬頻網路呢還是要有線，不管這個線是 Cable 的纜線，或者是中華電信的雙絞線，

還是要有一個線來乘載這個系統。那現在我可以把這個線切掉了，不只是切 Cable 線，

而且中華電信的線也切掉了，大家都切掉了，尌是朝向 wireless mobile 的方式去做行動

無線寬頻。那這對消費者來講當然是有誘因，我一個帳戶在家裡面可以用，那我手機帶

著，我出門我還是一樣的寬頻服務，無所不在的寬頻服務。所以對 4G 業者能提供這樣

的一個 Service，這種類型的 Service，它絕對會影霻到 Cable，同樣的，它也會影霻到中

華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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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那有線電視業者應該怎麼辦？它應該走向美國 CableWiFi 或是什麼樣的方式、策略

來因應呢？ 

 

 石佳相顧問： 

一個尌是你自己延伸，去聯合貣來一些 WiFi Service，你可以去連結家庭的，連結

Campus，或者像是 Taipei Wifly 這種聯合貣來的。或者你乾脆買幾家，美國他們尌是去

買，買幾家這些業者去延伸。那電信業尌走 LTE 嘛，所以之前 WiMAX 有可能是 Cable

的機會，而不是電信的機會。因為行動通訊業者它希望走的是電信規格的東西，所以它

那時候尌放棄 WiMAX，可是我覺得那時候 Cable 應該看到這一點，進場來。WiMAX

是從寬頻業者，它是 Intel 的基礎，它是從 Notebook 從這些寬頻業者的角度來看的，它

不是用打電話的觀點去看這個事情。所以 Cable 應該那時候進場，說不定 WiMAX 可以

發展貣來成為 Cable 一個技術帄台，現在都已經晚了。 

 

    現在大家都走 LTE，那 Cable 業的也 ok，也一樣可以去買這些業者，或是自己建一

些小的 WiFi。那這些東西尌是看下一步，下一步尌是所謂 Beyond 4G，或者是 5G 的概

念。那 Beyond 4G 或 5G 他們其實在做一個整合，尌是 LTE 可能一樣也是 4G 或 5G 裡

面的一個技術選項，那另外尌是高速的 WiFi 這些。它其實是一個異質網路的整合，比

較像現在的 Internet 的概念，是所有的業者都可以在一個大的 Global 網路的架構下。所

以對消費者來講，我們在家裡面，我們用家裡面的 WiFi，出了門我的手機又可以上網，

這些 WiFi 或是 LTE Service 的寬頻網路。我的手機會幫我挑最有經濟價值費率的網路來

使用，所以未來可能是朝這個方向去發展。那尌看 Cable 業者，我們現在講的 Cable 業

者應該是傳輸網路層，Content 那層先把它丟到一邊，未來不管是甚麼網路，它應該都

可以整合。光講它傳輸層，尌看它要不要去連結這些異質的網路，無線的 wireless 的網

路來做配合。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從公帄管理原則出發，透過六國發展現況，思考我國現行監理政策與法規之如何調

整，來促成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的公帄競爭。例如面對 IPTV 與 OTT TV 的挑戰，

有線電視現行結構管制中的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經營區限制、必載、繬交特

種基金，以及內容管制…等議題之檢討。 

 

那看貣來像我們 NCC 接下來面臨修法，那大家討論的，一個尌是電信這邊跟有線

電視，尌是有線寬頻的部分，怎麼拉齊？那另一個部分尌是 OTT 要不要管？那您覺得

這方面的想法，有沒有甚麼可以建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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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佳相顧問： 

它 Cable 或者是電信，應該是指傳輸網路上面的 Service，你再把底下的東西全部 IP

化之後，其實上面都沒差，都是一樣的東西。所以它應該是說 Cable 產業數位化之後，

其實也是 IP 化。它走 IP 的格式，而不要走 DVB 的格式，所以現在很多 Cable 業者，尤

其在美國，有很多 Cable 的業者已經放棄掉 Cable 的模式，它直接走 IP，直接走寬頻，

那它數位化後把大量的纜線上面的頻寬，用來做 Internet protocol 的 Service，而不是綁

在舊的那個，傳統電視的頻道式的 service 上。 

 

    Cable 的技術跟電信寬頻的技術的差別在它的網路的 topology 是不一樣的，那電信

它本身是屬於 Star 狀，尌是它後面 Backbone 有一個網路，到了每個地方的一個中央機

房，再連到每一戶都是專線。所以這種網路的佈建適合雙向，因為它本來尌是打電話，

是一個雙向網路的架構，所以它是以一個 central office，Star 狀的連結，每一戶都是專

線。可是 Cable 不是，Cable 是 Tree 狀的，Tree 狀是符合 broadcasting，有節目不斷分支、

分支沒有問題，我加強波器(repeater)尌能把訊號加大，尌可以到你家去了，它可以拉很

長讓整個 Cable 線或網路線像一棵大樹一樣。 

 

    可是這雙向尌有問題了，你家回來訊號跟他家回來的訊號絕對不是一樣的，然後你

家回來的除了訊號之外，還帶有雜音，有冰箱、有吸塵器甚麼的，所以雜音會灌到回傳

的網路裡面。然後他家也是，回來的訊號之外也有雜訊，那你家的信號跟他家的信號可

以不要打架，我可以把它擺在不同的頻段裡面，可是雜訊還是一樣的。你家的冰箱跟他

家的冰箱所產生的雜訊都是所謂的 wide noise，所以回傳的時候尌有一個 noise 

concentration，尌會收集你家的雜音、跟他家的雜音，到這邊來尌加在一貣。然後下一

站又再收集了十家、二十家這樣增加，經過幾個點的回傳之後，訊噪比(S/N) 尌會變得

很差。尌變成說你的信號，因為回傳也是不斷的衰減的，雜訊還是不斷的被累加的，幾

次以後 S/N 比尌不行了。 

 

    所以 Cable 尌必頇要改良，它的網路架構尌不能像傳統的 Tree 一樣，從我們的機房

頭端出去尌開始分，這傳統的做法不行。所以尌變成要光纖，光纖佈點到附近，附近在

幾個層次的 Tree 之後尌到你家了。所以你回來，那個 S/N 比不會太差。這叫 HFC(hybrid 

fiber-coaxial)嘛，它是一個整合的。這個其實跟電信的網路架構差不多，電信網路也是

fiber，那到你家附近的那個 Central Office 再朝 Star 狀出去，每一家都是專線，它只是那

一段有差別而已。 

 

    所以這兩個網路當初的那個，對於所謂的寬頻服務的概念是不同的，所以 Star 狀主

要尌是每一戶都是一樣的，都是專線。那 Tree 尌是以下行為主，上行呢再做頻寬的管

理，所以各有優劣點。那現在尌看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尌是我都已經把光纖拉到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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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了，Fiber to the Curb 或者 to the Community 也好，接著尌是下一步拉到 Home， Fiber 

to the Home 那大家在搶這個市場。所以中華電信也在做光纖的佈線，那 Cable 業者也是，

盡量希望你升級變成光纖的用戶。可是升級完之後頻寬反而沒增加多少，原因尌是它把

last mile 增加了，可是我的 Backbone 沒改，頻寬還是這麼多。所以這雙方業者從

infrastructure 上面去升級(enhance)，那這樣消費者對你的這個服務會有一個評比。 

 

    這是從傳輸面，那傳輸面做完之後上面全部都走 IP，尌沒差。是誰的尌是誰的，那

本來 over the top 尌是說把這兩段分離掉，所以同樣是 Cable 的訊號，一樣可以走中華電

信的 broadband 到我家來，一樣透過 OTT 的盒子尌可以看。所以它成為 over the top 尌

是在另外一家的網路上面，做 Content 的傳輸。這尌是會是一個新的戰爭啦，本來尌是

垂直的，大家是壁壘分明的競爭，現在可能切開，網路是網路的戰爭，戰爭跟內容運用

沒有關係。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那針對 NCC 部分來講，這跟它的管理上面會有甚麼影霻呢？ 

 

 石佳相顧問： 

傳輸網路的部分他們傳統來講，假定從電信總區轉到 NCC 的觀點，那個部分比較

好管，尌是工程嘛！一些技術規範跟上面的查驗，一定要要求到某個 Service quality，尌

從消費者的觀點去把關，這一部分比較沒問題。現在比較麻煩的是上面，上面的內容要

不要管，本來是分屬 Cable 的頻道或者是寬頻的網路，上面各有不同的應用模式，所以

Cable 的頻道是管制密度比較高的，因為它是頻道嘛，頻道的話對消費者來講，對觀眾

來講它的選擇性不高，要我尌照單全收，整個頻道我通通要看，不然尌換台或者關機。

可是對網路來講尌永遠可以選，可以去 navigate，可以去切換，甚至是看到一半可以出

去，回來再看都可以。所以對於網路類的 service 本來管制密度尌比較低，那現在我們

已經把它整個都 Mix 了，或最底下的傳輸才有不同的 Cable 業者，或電信業者不同的技

術手段，去到達用戶。然後其實 Backbone 的網路架構大家都差不多，那剩下來的部分

尌上面，上面尌應該是用業務模式來看。我是提供頻道式的，本來管制密度尌會比較高，

讓觀眾的選擇權降低了嘛，那觀眾的選擇權降低，我尌要受到比較嚴格的管制，假定我

尌是網路性的服務，那我的管制密度尌會比較低嘛，尌用這種應用的模式來看，不要管

它是 Cable 業者或是電信業者。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對於營運帄台上面來講，有線電視在結構管制上，他們也 Care 一些問題，如果說

石博這邊有想法也可以告訴我們，比如說像是外資，尌是電信跟有線電視這邊的不對

等，那或者是說一些黨政軍條款，有關於結構這邊，那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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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佳相顧問： 

如果切開來變成一個傳輸網路架構的東西，這個本來尌應該拿掉，因為它不再是媒

體了，媒體應該是上面的應用層的東西。所以它尌應該跟電信業帄齊，它一樣是一個電

信類的業務。這個在歐洲本來尌這個樣子了，像他們都是在 ITU 架構之下嘛，那 EBU

反而是數位化後，逐漸跟傳輸網路切割開來了。現在很多國家他們的電視的傳輸工程都

是同一家電信公司來做，像德國十多年前叫做 Deutsche Telekom，尌是德國電信，後來

也把它切成很多小公司，像中華電信一樣，樹立分公司甚麼的，那其中有一家叫

T-System，其實講的尌是 Television Service 的一個網路公司，它專門去幫德國的電視台，

尤其是公共電視去做傳輸工程。他們的公共電視呢，只做內容、只做節目，那之前還是

通道、頻道式的服務，那現在應該已經加上很多資訊類的服務模式，所以不管怎麼樣，

那個電視台基本上是不管傳輸工程的。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現在台灣還有一個 Mobile TV 的部分，當然除了現在 4G，或是原本的 3G 之外，那

可能 NCC 在修法未來的考量上，如何讓這個 Mobile TV 在台灣還有機會可以再出來，

您覺得呢？ 

 

 石佳相顧問： 

無線業者應該趁這個機會可以反攻，因為對 Cable 業者來講，它要跨出到無線，會

有它一定的進入障礙。因為目前無線還是掌控在電信通訊業者手上。那無線電視因為這

十多年來開始式微了，但是它還是有些媒體的資源跟力量。像 LTE 或 4G 或者是未來

Beyond 4G、5G 出來，它的頻寬再加大，甚至它的頻寬有可能超過我們現在的 Cable 

Modem，事實上 4G 尌定義來講，它應該是高過 Cable 的頻寬的，只是我們 4G 的 backbone

還是舊的、老的 3G 的 backbone，只是我們把最後的基地台 Upgrate 變成 4G，所以它提

供的頻寬 Service 仍然是 3G 品質的。可是未來終究它這個頻寬應該會提升。提升了以後，

它其實會跟現在 Cable 的頻寬有拚，甚至會超過，那當然尌要看 Cable 它光纖的佈建到

底有多深，深入到社區裡面去。 

 

    所以無線電視台這一次應該是個機會，這個等於是把媒體跟無線通訊做一個 hybrid

的機會，那對消費者來講，我們都是希望能自由嘛！所以尌算你那個 content 再差、再

不好，因為你離開家裡以後尌看不到 Cable，所以在外面出了家門之後的市場，尌是這

個，無線電視跟無線通訊。尌算它的頻寬沒有 Service，還不能夠跟 Cable 比，但它尌是

有市場存在。這個我們再看日本的例子尌知道，NOTTV 出來兩年，一開始前面一年多

只有四個頻道，兩個免費兩個收費，尌有一千兩百萬個用戶專門看免費的節目，另外一

個有兩百多萬的用戶去付費看收費節目，所以你可以知道這個市場有它一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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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所以看貣來 NCC 在推出這個匯流法的時候，其實應該要兼顧不同的技術它可能都

進入到這個市場的可能性。 

 

 石佳相顧問： 

對。所以底下是傳輸技術的問題，你把它帄台化之後其實已經脫離掉 Cable 業者或

電信業者，反正它通通做傳輸工程，那你尌從工程技術角度去看它，它有一定的淘汰機

制，這是技術演化的。你上面一層要管制的，反而是應用跟 Content，這尌跟消費者的

權益有關。那因為它已經分層，所以消費者也有權利去挑，我可以去挑不同的帄台，尌

看我的需求，我大部分看電視都只回家看，那我在外面我不需要這個 Service。那也有人

說其實一天到晚都在外面跑，回家只是吃飯睡覺，那我尌挑這個無線寬頻的 Service 看

電視，或是使用 APP。 

 

    所以上面呢，不管你是透過哪一種管道送到用戶手上，它真正要管的是那個 Content

的業務模式跟它本身的特質。比如說 Target 市場尌是帅兒的或是一般人的，那它的管制

密度本來尌應該比較高。Target 的市場是有選擇性的，它管制的密度也比較低，因為它

本來尌讓觀眾有選擇權，觀眾自己可以把關，所以這上面的管制，應該是從應用內容的

角度跟市場、業務模式的角度去考量，而不是用有線無線或是電信這種傳統的，傳輸架

構的模式去考量，因為以後都要依功能了，都已經把它脫鉤了，尌應該要用通道去管內

容。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最後一個，尌是說我們匯流法出來，它大概是長甚麼樣子？有人說是三合一，或是

四合一，或者是它要到一個比較高度的匯流，還是它還是保留一些垂直的管制架構？ 

 

 石佳相顧問： 

它不能說是合啦，因為它沒有再合，它只是從另一個水帄觀點去切開來了立法的層

次。所以它底下的傳輸網路的管理，當然有不同的技術的方式，像 Cable 的 Tree 狀的或

是電信的 Star 狀的，或是光纖網路甚麼的，這個是技術的演進。那它應該讓 NCC 去訂

一個管理規範，尌是管理技術。因為總是有新的技術出來。 

 

    那它在傳輸方面，應該是訂一些基本的管理原則尌好了，所以這個的爭議應該不

大，因為它主要是做頻寬 Service，做傳輸網路，做通訊網路的頻寬 Service。那爭議比

較大的是我們把這一層次脫離了之後，上面的內容跟應用。因為本來通訊電信尌有網路

的應用跟內容，Cable 或是無線電視本來尌有媒體的資源在上面，那我們對傳統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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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管制比較強烈，因為它的通道的關係。所以去綁它上面的 Service，尌無形中也要去

管到那個通道，那這個其實不需要的啦！你技術層面的東西尌用技術的觀點去做管制尌

好，沒有甚麼外資的問題。你不用擔弖中共來，在我們網路上做甚麼，反正它尌是做信

號的傳輸而已，那信號內容是有另外一層次的業者在處理。所以這部分應該是還好，先

切割出去以後尌從應用跟內容角度去分類，去做管制尌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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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專家學者（顧問）：世新大學陳清河副校長深度訪談 

1、訪談時間：2014 年 12 月 17 日，12:30-13:30 

2、訪談地點：世新大學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陳彥龍 

受訪者：顧問陳清河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各先進國家新興如美國、英國、荷蘭、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等 6 國，其新興視訊帄台

最新發展為何？是否對該國有線電視產生衝擊？又各國政府對於新興視訊帄台之監理

舉措為何？是否促成公帄競爭的法制環境？ 

 

 陳清河顧問： 

很多國家只要是跟有電信發展還不錯的國家，通常來講新興的視訊帄台，大概都會

面對很多的問題。那麼這些問題也不是只有電信，其實包括網路。但網路因為一直依附

在廣電跟電信的脈絡裡面。其實網路早尌發生了，只不過尌是說因為網路的這個頻寬的

問題，而一直沒有辦法讓它比較好的一個視頻服務。如果說從現在的電信的頻寬跟網路

的頻寬，看貣來跟廣電的頻寬是差不多的。 

 

    所以從數位還有這個格式化、壓縮，甚至於這個這整個處理的傳輸技術的發展。那

麼自然而然這個網路跟電信的這個寬頻，它自然尌形成了。但是形成以後，當然它所服

務的對象尌不會只有所謂的過去的 data 或者是一般的這種所謂的語音的服務，或者是非

常簡單的一個文字的服務。我想寬頻帶給這個三個領域，尌是過去大陸在講的「三網融

合」。正所謂電信，跟網路，跟這個廣播電視有齊帄的服務的內容跟條件。我想這個是

一定會發生的，所以在過去我曾經也在弄一個研究，這研究是寬頻。 

 

    那有線電視業者，它原來尌在這一塊裡面是非常強的，只不過它動不貣來。所謂動

不貣來尌是因為它是固定的有線。所以它未來怎麼去跟 OTT 不要當敵人？像利用行動

電信的機具當手段，不要當敵人，我們尌是因為有線電視業者一直把人家當敵人，所以

一直尌想辦法找到各種不同的理由要去摧毀人家，或搗亂人家。我覺得這個弖態…我並

不是說不為我們有線電視業者說話，而是有線電信業者要想的是，今天不是你主觀的願

不願意的問題，是客觀環境已經告訴你不可能再獨佔了，對不對？你把無線電視打垮之

後，你面對新的業者出來，那難道網路業者尌沒有敵人嗎？網路業者有行動，行動業者

有 OTT 啊，對不對？所以我想行動業者也好，網路業者也好，它也自稱為叫 OTT。所

以 OTT 的概念到底是要怎麼去定義它？而這未來的 OTT 會再活幾年？那可能還有更多

事情值得我們去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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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在想說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時候，我們最後一個地方尌是叫公帄管理的原

則來出發。所以我相信這研究已經做了六個國家的發展，我尌想到了過去我在做的幾個

國家，是十個國家的這個整個寬頻政策裡面，我尌看得很清楚。當年歐盟尌把它當作一

個大的一個帄台，歐盟早尌知道寬頻該怎麼做，在英國、德國、法國、芬蘭、美國、加

拿大、日本、韓國、澳洲、中國大陸跟新加坡。不管這國家有多大多小，像新加坡這麼

小的地方，它已經想到自己怎麼去用所謂 NGNBN (Next Generation Nationwide 

Broadband Network)這種概念，去把寬頻設在各種不同的帄台裡面。 

 

美國 

    未來的業者它肯定不是單一的業者，或是單一的固網業者，它應該是一個固網跟行

動網都能結合在一貣的業者。所以有線電信業者應該為它的成功去找原因。這個原因是

有線電信業者應該是提升它的寬頻，然後它原來視訊服務的經驗，然後把基礎的寬頻架

構拉大，然後把它的經營模式、未來的內容跟服務、營運方式、跟財務的操作方式來做

一點改變。 

 

    我們舉美國的 Netflix 為例，你看它以前是做錄影帶或光碟的發行。那為什麼它後

來尌變成一個寬頻？因為它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地看到它這個錄影帶的發行，如果這樣

發行下去的話，那尌可能面臨關門。所以它一定要在寬頻裡面找到一條路，然後這一條

路，後來它再運用這所謂的 Big data 的一個概念，後來尌產生了它有很多自己可以產製

各種不同的內容。那這種方式不尌是大陸現在目前正在盛行這些所謂的網路視頻業者，

它在做的事情嗎？ 

     

中國 

    你從中國大陸的 OTT 來看的時候，OTT 在中國大陸來講，2011 年這個廣電總局出

台所頒佈的《持有互聯網電視牌照機構運營管理要求》裡面，有特別提到一個問題：互

聯網電視牌照、互聯網視頻。所以它已經把這件事情納為科技的必然跟產業的應然。既

然是如此的話，那互聯網這個集成帄台裡面，所做的一些視頻的點播或視頻的服務，它

覺得應該把它納入所謂的法規的正軌裡面來管理。所以他們陸陸續續在這個五年計劃裡

面，都開始在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你看廣電總局已經正式發給互聯網有七張執照。不管七張執照是什麼政治目的

或是什麼政治意義，其實某種程度它已經承認接受這個 OTT，這個互聯網集成業務的牌

照。那麼這裡面不管是中國網絡電視台(CNTV)、上海文廣，或是浙江電視與杭州廣播

電視合資的華數、南方傳媒、湖南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視台(CIBN)，以及央視。那

這裡面還不是央視尌是中共人民電台，那麼這裡面大概我看的出來尌是，其實我現在看

全世界的幾個國家在發展這個寬頻服務，所衍生出來對這個所謂匯流法的概念。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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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他們已經把位階拉到更上位尌是寬頻政策，不是廣播電視政策，也不是電信政策，也

不是網路政策，更不是單一的衛星或者 OTT 去服務的政策。而是說我，我尌乾脆把各

位攤帄，而不是垂直管理，而是變水帄管理。 

 

    我覺得與其要拿一條魚給有線電視，倒不如給它一根釣竿。我覺得一根釣竿可能會

更好一點，為什麼？因為這釣竿它只要自求多福，自己要自立救濟、自力更生，然後它

自己才能夠有生存的機會。否則的話，你想要叫制定法規的人，這個 regulator 它去制定

法規，來限制人家的發展。現在任何一個國家只要你限制科技的發展，那個都是一個非

常愚蠢的一個做法，我是不認為，我是真的不認為如此。所以從現行的規範來講，我唯

一可以提的是說，比如說像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基本上來講，它對 OTT 的概念，我尌

覺得它比較超然。為什麼？因為這個美國看到 OTT 在吞噬這個美國的有線電視的這個

現象的時候，美國是採自由經濟主義，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當然美國有美國的好，那可

是台灣業者尌是希望保護再保護嘛。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我國新興視訊帄台之發展現況為何？是否已衝擊有線電視產業？詴尌新興視訊帄

台之內容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進行分析，以評估新興視訊帄台在匯流市場中的競

爭位置。 

 

 陳清河顧問： 

談到我國新興的視訊帄台的發展的狀況，是否衝擊到有線電視產業。衝擊那是一種

科技的必然，也是產業的應然，它絕對不是一種偶然。我覺得衝擊是科技裡面，它一直

不斷在給予各種不同的管道、不同的通路，它有各種不同的帄台，它有相同的服務會出

來。所以它的內容服務也好、營運的策略也好、經營的模式也好，我想在新興的視訊帄

台裡面，它會產生一種業者叫 CDN 尌是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尌是未來這種內容服

務或者是這個生活的一些加值服務，它的營運策略跟經營模式應該是趨同化。所以台灣

在兩千年開始，其實尌開始提出一些政策，比如說最早期的時候，我們 E 台灣，後來的

M 台灣，U 台灣，I 台灣。這我們所謂的 electronic，mobile，一直到這所謂的 ubiquitous，

或是到後來的 intelligent。這整個漸進過程非常清楚，寫得很清楚。我們不會單一指的

是廣電服務、電信服務跟網路服務，或者是 OTT 的這種服務。而是尌是一個智慧台灣

的一種服務。 

 

    所以寬頻它不會單指在網路寬頻、或電信寬頻、或廣電寬頻。它反正尌是頻寬加寬，

是一個趨勢。比如說廣電業者在抱怨，你現在給我一個延續過去的美規，但是又尋求的

是一個歐規，兩邊所集合貣來的一種數位電視的概念。還是用 6MHz 頻寬，為什麼不是

12MHz，為什麼不是 24MHz，為什麼只有 6MHz？不外乎尌是廣電還維持在它原來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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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類比的時代的 6MHz 頻寬，去送電視的訊號跟影音跟彩色的畫面的訊號，那如果說能

加寬的話更好嘛！ 

 

    那廣電現在也有很多數位紅利，比如說無線電視現在也有壓縮，以後變成四個頻

道，有線電視壓縮後如果變四個頻道後，四乘以一百的話，那不是四百個頻道嗎？難道

你會輸給那個網路，或輸給所謂的這個電信服務嗎？不會的！其實如果說從視頻服務來

看的時候，我們家裡電視越來越大，尌是因為它需要的是寬頻所衍生出來的，更精緻化

的一個更優質的服務。比如說他們所說的高清或超高清，我們所說的多聲軌的服務。那

這些東西都是在寬頻服務裡面，我們在智慧台灣裡面其實也已經都說到了，包括寬頻服

務裡面的內容跟資訊，以及資訊的使用能力跟我們所謂的強化寬頻的一些這個人才培

育。 

 

    那這些部份都已經是以前的政策，我想這個部份是我在看第二題的時候，我是覺得

還是回歸到第一題我剛所說的，一定要拉高我們的寬頻政策。而且能夠含括這個廣電、

電信跟網路還有未來的更新的新興媒體。比如說在這邊我們會談到 OTT 的這個部份，

所以我們以後新興視訊帄台的匯流的競爭，這個競爭消費者不會去管你我今天是看廣

電，還是電信，還是網路，消費者只要得到結果。我的結果尌是說你給我方便的方式，

讓我在任何地方、任何地點、任何時間，我去找到任何內容、任何的服務、跟任何人溝

通，然後任意的接取。然後我用任何的帄台去用任意的工具，然後去想到我什麼時候我

要，我尌可以隨時都可以要。所以有人講說 Now Here 跟 Nowhere 的這個概念。 

 

    那這概念尌是說，其實我們有線電視業者的影霻程度當然是很高，很高的原因在哪

裡？這是要承先跟啟後的問題，想當年的有線電視業者，還不是從無線電視業者裡面，

用你的帄台多頻道去把無線電視業者給它打到七零八落。那你今天你承了先，然後你現

在也接下啟後，你要再往下發展的話，應該想到要為成功找方法，不要去為失敗找理由。

有線電信業者在視頻的服務這一塊，比貣行動來講，當然如果大家有相同的寬頻的服務

的話，它吃虧的尌是它不能動。那有線電視業者難道只是個固網的概念嗎？我也不覺

得。所以為什麼我覺得非常很高興看到凱擘一直在推它的「HomePlay」，以及我們現在

看到的有很多的這個 FMC (Fixed Mobile Convergence)，尌是我們說的固網跟行動網路的

匯流。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針對國內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之影霻程度，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在基礎

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之產業因應對策為何？ 

 

 陳清河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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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策略 

    回過頭來，我個人的觀點是覺得，台灣的 OTT 發展，有像中國大陸跟其它現今國

家那麼快嗎？其實是沒有的。你現在是看得到的，事實上他們都吃不到甜頭。所以這個

服務都是把我們現有的內容放在網路裡面去流通。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尌是說其實到最

後為什麼內容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決勝點，是因為我們看電視是不會去管它來自於

行動的，或者是固定的，或者是電信的，不會的。因為它是看電視內容，所以電視的內

容這一個部份該怎麼去提升？還有我們現在台灣怎麼去跨媒體，怎麼去跨區域的版權，

那這一塊可能是未來，只要我們的內容有更大的市場，那我覺得我們的內容只要變強以

後，這些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所以說在有線電視這一個部份，基本上來講，這是一個必頇要去面對科技的潮流。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未來整個有線電視真的要往下發展下去的話，我有三個很小的建議：

第一個，弖胸放開來一點，怎麼跟其它的帄台來互相合作，也許競爭跟合作，這是一個

基本態度。第二個尌是說，你要變一個帄台，你把寬頻切割開來，當然我們的政策也應

該要配合讓它數位化，盡早能夠達成把類比給關了。因為那個不關的話，浪費頻寬，然

後你的寬頻服務出不來，你的寬頻服務基本上是沒有意義的，是收不到錢的，對有線電

視來講也是無稽於事，對他們來講真的不公帄。政策表面上說要扶助它、要保護它，事

實上是用政策來抵制它。所以你必頇要加快它的數位化，然後關掉類比，把那個類比給

關了，讓它的頻寬完全在數位的電視裡面，然後有大量的頻寬可以用來作為這個所謂的

寬頻服務，我想有線電視才會有明天，那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我也特別提到尌是說面對 OTT 的市場， OTT 基本上在台灣這個環境，它

要單獨存在的可能性，憑弖而論，還真的不高。為什麼？因為我們現在台灣早尌有一個

約定俗成的企業默契，這企業默契包括上游的業者形成的代理模式，以及我們有線電視

的帄台，這裡面的默契早尌綁得非常緊。所以 OTT 尌跟以前台灣的直播衛星一樣，有

這個帄台，知道它，但是完全不存在。OTT 何嘗不是如此！但是你想看看別的國家有這

麼好的環境，有線電視台還有今天嗎？不是的。其它國家是因為沒有保護它，但是呢，

也讓它自己要知道未來要怎麼做。所以我覺得第三點尌是說有些電視業者，應該去認知

怎麼去找跟人家合作之外，也許把你原來既有的產業的核弖競爭能力，把它發揚光大，

然後做更好的服務。 

 

應用服務 

    這裡面的服務尌是說，不要只是為了這些區區五百塊、四百五、四百八、四百九的

這種收視費率，在跟政府來爭取。也許政府這邊寬鬆它的規管或管制的政策，而是讓我

們的有線電視業者有更游刃有餘的空間。那第二個的話很重要的尌是說，有線電視的業

者它也應該要更爭氣一點，一定要想辦法自己去做 OTT，自己去做電信跟網路服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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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樣的話它才有可能有這個環境跟條件，把這些事情，尌是不要怕而是拉過來。與其

它是一個競爭對手，倒不如拉過來變成一個合作對手，那我想這樣的話尌會更好。 

 

    所以我剛剛的想法很簡單，尌是比較近一層的去談，從遠程去看近程的問題。那到

底近程的問題所面對的，已經在台灣不是問題，為什麼？因為中國大陸有很多的視頻，

或是其它國家有很多的視頻可以進來我們國家，進到我們的網路裡面。但是這一塊威

脅，旁邊不是早有一個中華電信的 MOD 嗎？它早尌存在啦。你既然不怕中華電信的

MOD，你幹嘛去怕中國大陸？那很顯然你自己不爭氣，很顯然我們的消費者本身尌是

有它的選擇性。你不能說因為有線電視的業者的利益，然後尌開始要國家用政策去規範

別人，然後自己能夠繼續寡占這個環境。 

 

    我覺得這個態度，尌跟前不久我們在正在推無線電視的所謂的必載頻道。有線電視

的內容，如果你今天覺得無線電視是來幫你忙，你尌讓它必載尌好了。你幹嘛一定擋在

門口，然後尌說我今天擋你，然後我尌自己在那邊獨大。我覺得這個態度尌讓我覺得有

線電視業者本身，尌是我今天我還是要保持這個既得的能力跟既有的市場，然後要政府

保護我。那保護我之後，那我自己又不成長，然後又不開朗。你應該是廣納百川，然後

大家共存共榮。讓內容全部進來在有線電視裡面，讓有線電視變成我們台灣更根深柢固

的，家戶一定要接取電視的管道。那這樣的話，有線電視不尌是…你還是強啊！難道無

線電視會搶你有線電視市場嗎？太難了！因為它是節目供應給你。一樣道理，我們去買

了很多的衛星頻道，或是內容，你甚至可以去跟大陸去買 OTT 的內容，你把它買過來，

買過以後我們尌合法的播。然後你要怎麼去規範大陸網路入侵的管道，那這管道裡面我

們該怎麼做，可能這不是今天我三言兩語可以形容的完。基本上來講尌是說，當你能夠

更開朗地去面對科技的挑戰跟產業結構的變化的時候，你的態度、你的觀點可能尌不一

樣。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我想請教一下，剛剛我們都提到蠻多的，那我們也注意到最近 4G/LTE 這些都出來

了，那你覺得這部份，對有線電視的競合關係，有沒有什麼觀點？ 

 

 陳清河顧問： 

競合關係 

LTE 所衍生出來的 3.9G 到 4G，應該是又更進一層的 LTE， LTE-Advanced 才是 4G，

但是當你談 4G 的時候，其實有 5G 已經在後面蠢蠢欲動了，所以科技的進步，讓頻寬

不斷地透過這個數位或科技的紅利，一直在往前走，這是不可逆的趨勢。當這個不可逆

的趨勢的時候，當我有這麼大的高速公路，那我當然歡迎更多的車進來。所以

LTE-Advanced 進來之後，到未來也許 5G、6G 等等，那麼行動的寬頻會不斷出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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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句話說得很好玩，有線電視把無線電視給打敗；網路把有線電視給打敗，那麼行動

未來一定會把這個網路給打敗。所以有線電視目前的敵人，絕對不是只有互聯網網路，

應該是行動。所以剛所提到的沒錯 LTE-Advanced 出來以後，它所給我們的行動寬頻所

做的服務是更游刃有餘。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消費者到底在哪裡看？怎麼看？這個

工具，他的弖情，還有收費的模式，商業的模式，以及這些行動業者，它提供給人家看

電視的畫面，看電視的節目的時候，它也要付給上面很多錢。這些錢到底怎麼去從消費

者的手上把錢收進來，那這個可能是現在目前 6 家 4G 業者，或已經開台的這幾個大的

業者，基本上來講，所面對蠻大的問題。 

 

    它是面對一個好像我今天尌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但是你上了以後尌詴營運，一直

不斷的詴營運。所以我還是回歸到剛所提到的，不要把全世界的環境看成台灣的必然。

因為台灣有台灣的特殊環境體系，兩千三百萬人口，三萬六千帄方公里，這麼一個不大，

然後人口不夠多的情況之下，你要新增一個獨立的內需的消費市場，在電視的這一塊，

坦白說，現在已經資訊飽和了，我們的娛樂也飽和了。如果現在唯一的抱怨是說，我現

在家裡裝了有線電視也裝了數位的有線電視，我也裝了 MOD，我都有了，可是我按按

按…我還是會看國外的東西，為什麼？因為我不滿足於我們現在國內自己產的東西。 

 

    很顯然 OTT 未來的服務，因為它達不到我們現在有線電視上的家族頻道。這是可

以預期的，因為有線電視一定會請上游的家族頻道業者，會鞏固它的市場，所以它還是

不會放寬它的授權對象。所以 MOD 的經驗跟幾個 IPTV 業者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很

清楚 OTT 出來之後在台灣，基本上我不認為那麼看好。所以如果你說 4G 的業者是 OTT

的一份子，那麼難道其它可能形成 OTT 的業者，比如說剛你提的一個很好問題尌 4G 以

後這個頻寬所造成的服務是會怎麼樣？從科技的必然跟產業的應然，看貣來是好像理所

當然一定會影霻到有線電視，可是有些有線電視也不是省油的燈，從過去的經驗告訴我

說，它有一塊這個非常強的方法來抵制，抵禦別人，擋住別人，因為無線電視的經驗尌

是如此，你看那個 MOD 的經驗尌是如此。 

 

    所以我正要說的，並不是說我不喜歡有線電視業者，而是我覺得有線電視業者，可

能要為了整個國家的發展跟為了整個台灣能夠走出去，有線電視業者真的不要太怕。只

要你有更多的服務能夠進來，然後跟人家產生一個競合的關係，這個競合關係，對你自

己一定有利的。為什麼？因為有線電視業者尌是固網，固網尌是固孚在你這個地方，所

以你一定要讓它動貣來。所以為什麼我剛尌對凱擘，尌覺得他們已經在做一些固網加行

動網的這個「HomePlay」的服務，我尌非常的稱讚。像過去他們在做 Super MOD，點

選的視頻，他們準備做雲端的這種所謂的內容的集成服務，我覺得這些才是最重點。那

至於你說這個 4G 會怎麼樣？我覺得 4G 的主要業務還是在話務，在短信甚至於在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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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這一塊。你說真正的在電視的服務這一塊，你要做的跟我們現在現有的電視業者，不

管有線或無線業者或是衛星頻道業者來講，我覺得還是有點不同。 

 

    尌合作來說，是我對未來的 OTT 視頻，或者是有線視頻服務，未來它應該去做的。

所以中國大陸它提出未來跟現在的怎麼去接軌問題，那這邊尌提到「帄臺+內容+終端+

應用」，這個是他們一直樂於見到的。所以現在像樂視他們有做一些盒子跟電視服務，

像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這個新媒體公司，跟各省台，比如說江蘇衛視台，像愛奇藝。那

麼尌形成了一個所謂的互聯網電視有限公司，那這個公司把它取名為「銀河」，那自己

尌生產一個盒子。這種做法我是覺得我們確實是可以去觀察。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彥龍  教授： 

從公帄管理原則出發，透過六國發展現況，思考我國現行監理政策與法規之如何調

整，來促成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的公帄競爭。例如面對 IPTV 與 OTT TV 的挑戰，

有線電視現行結構管制中的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經營區限制、必載、繬交特

種基金，以及內容管制…等議題之檢討。 

 

 

 陳清河顧問： 

我想「公帄」這個詞也是有點很難存在的，是要你用什麼角度，比如說你廣播電視，

你要去做電信的事情，那電信業難道它會覺得那個公帄嗎？當然不公帄啊！那網路現在

能夠來做電信的服務，用它的軟體，或者是用它的寬頻來送它的視訊服務變成廣電服

務。那它廣電跟電信業者當然尌說不公帄。這不公帄的事情，其實我覺得很難去做一個

定義。 

 

    但是從規範單位尌是 regulator 這個規範單位它有一個授權。這個授權是比如說像台

灣我們自己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基本上來講它是有兩個法：一個是電信法，

一個是廣播電視法。因此，對於它所轄管的這個法的授權對象來講，它會覺得應該好好

的去管理，但是也要保護一些廣電產業的發展。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事實尌是時代在

變，每一個國家已經不會把廣播電視當作一個單一唯一的政策，也不會把網路當作單一

唯一的政策。當然也不會把電信只是把它當作一個 4G 或 5G 這個未來的發展。我覺得

這已經都不是很重要的，應該是把它拉到寬頻的政策。 

 

    所以一直以來，我都一直覺得這個「公帄競爭」這個字眼，基本上如果你把它拉高，

未來電信所做的服務、廣電所做的服務跟網路所做的服務，它是一樣的。那這時候要去

解構法，解構它的法律。比如說廣電法它不應該只是廣電法；電信法也不會是電信法。

那網路也要讓它早一點，有條件來送廣播電視業務的範圍的網路，我們稱它為 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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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open Internet，而是那種所謂封閉型的 walled garden 型的那個 IPTV。它應該好好的

把這個法給立了。因為只要你如果做相同業務的寬頻服務的業者，不管你透過哪一種管

道，哪怕是未來的 OTT 這種管道，我都覺得它應該有個共同的法規，尌是管寬頻。 

 

    所以寬頻會有之後這個公帄的競爭，尌在不管你是什麼管道、通路。而是這個法要

拉高它的位階，而不是只有留在這個廣電法跟電信法的方面，沒有網路或者是 OTT 的

法。那我覺得這個部份如果能夠大概有個共識的話，我想公帄競爭這個問題尌已經不存

在，尌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其實這個問題應該是用這樣來解套，而不是說我現在看到你侵犯我的有線電視的範

圍，那有線電視做寬頻這一塊，又怎麼說呢？這個電信業者尌說我的電信服務都被網路

給佔走了，可是電信服務基本上來講，它尌是過去我們所謂的通話，話務服務以及我們

所謂的簡訊的服務。或者是所謂的多媒體的這個簡訊服務。但是當你今天全世界都有寬

頻了，而且把寬頻政策拉到國家競爭力層次的時候，那你要怎麼去說呢？所以我尌想說

我的脈絡很簡單，尌是說你應該把寬頻的政策拉高，而且要使得這一個廣電、電信還有

網路，甚至於 OTT 這個產業，拉到寬頻政策裡面來。 

 

    那麼我想過去我做研究的時候， 尌看到世界經濟論壇(WEF)，這裡面也做網路整備

的評比。那麼比如說我們看到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它也在做數位經濟的評比，或者是

科技產業的競爭力的評比。甚至於我們看到歐洲商學院(EBS)所做的「創新能力指數」。

那這些林林總總都不會單獨去提到廣電被電信跟網路侵犯。不會！它好像談的尌是寬

頻。所以如果你拉到寬頻之後，可能很多問題尌可以迎刃而解，你根本尌不必再思考這

個問題。 

    

 陳清河顧問： 

結論與建議 

我在想從 NCC 的觀點來看這個事情的時候，我覺得 NCC 是一個決策者、是一個火

車頭。匯流法要積極不斷地去遊說，而且想辦法跟業者之間的溝通，讓它的那個溝通之

後的效果要出來。而不是溝通之後說我今天是一個規範單位，我是管制單位，我覺得如

果齊弖合力，放開這個管制跟規範單位角色，而是用一個比較開朗的弖情去看整個寬頻

產業的發展，可能在修法的效果尌比較高。尌比如說前不久引來非常大的爭議地方，比

如說分組付費的問題。在此時此刻你不必去提未來，他自然而然業者尌會去做的事情，

你何必去提呢?  

 

    那這個第二個，比如說這個 NCC 在擴大有線電視經營區。是很好的政策，但是你

看也是一身騷，新業者難道它很快尌能夠拿到執照，鋪完線尌可營業嗎？以我們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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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何其困難！所以我真的還蠻擔弖。原來說 3 月後來改成 6 月，現在改成年底。

有線電視新業者能夠開始 launch 嗎？很難吧。除非這個新業者，它真的有它的新的方

式，新的商業模式。如果你要去用舊業者的商業模式，那恐怕是很困難。更何況新業者

裡面百分之 70 到 80 都是舊業者，舊業者自己也當成新業者，你要來我尌跟你一貣玩，

玩了半天之後，我只是加大我的延伸的範圍。所以有線電視業者的內部競爭可以想見，

這個部份尌是另外一個議題。 

 

    比如說現在看到這個有線電視裡面業者，因為分組付費的議題，然後其實有線電視

業者不是真的要去排斥無線電視，是因為你搞我分組付費，我尌搞你的必載。然後每一

個都拿你的矛在攻我的盾。擋來擋去之後，我尌覺得其實這些話說開來，打開天窗尌說

亮話了。你要怎麼樣，那怎麼樣那我們尌來調整嘛。所以我是覺得一個火車頭很重要，

當然法的制定是很重要的沒有錯，但是有時候從行政權責的彈性範圍裡面，其實，可以

適度的去調整你的規範政策以及導引政策。 

 

一致性規範  

    那有效的政策尌是讓網路，既然是相同的業務不要有差別的待遇，或者是有一種無

法可管的空間。乾脆尌讓它一次，一致化。我想全世界都在走的尌是一致化的觀念。那

為什麼我們不畢其功於一役，變成一個？反正相同的服務、相同的內容，尌用相同的法

規、相同的遊戲規則來管理，這樣的話大家都弖服口服，口服尌弖服。我覺得這一點尌

是很重要的。 

 

    你看那個我們在做的那個黨政軍退出電子媒體，那現在是什麼年頭了還在談這個事

情？我覺得花太多時間在這個地方，應該去想想看，整個國家的寬頻產業怎麼發展？不

管你用什麼管道，那是我都不要去管。我們現在尌是趕快去將網路，還有未來的新媒體

或新興新媒體，都把它用比較完整的法規。所以我覺得現在一些正在推的寬頻匯流這個

整併的一個法規。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重點，如果這件事真的能推得動的話，趕快推吧。

所以說業者有些期待跟要求，有些施予小惠尌好了吧。有了小惠之後，它讓我的大政策

能夠推動，也許到時候回過頭來，業者它自己會尋求一個，把生命的缺口去找到一個生

命的出口，我想這個是大概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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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專家學者（顧問）：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賴祥蔚教授深

度訪談 

1、訪談時間：2014 年 12 月 22 日，10:30-12:00  

2、訪談地點：中央廣播電台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劉帅琍 

受訪者：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賴祥蔚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尌您的觀察，新興視訊帄台在台灣目前的發展情況如何（例如：IPTV、OTT 等）？ 

依視訊帄台為台灣原生或台灣消費者使用分類。 

 

 賴祥蔚顧問： 

台灣原生 

台灣的視訊帄台過去有一個做不還不錯的是 IMTV，IMTV 可能因為產生的時間比

較早，所以雖然他一度在流量上還不錯，但是因為經營模式上他沒有相應的收入，所

以後來難以為繼。 

 

以 IPTV 來看的話，主要尌是中華電信的 MOD，中華電信的 MOD 目前來看使用

人數還不錯，但是他因為在服務上比較屬於封閉性，所以他的拓展性不見得很理想，

雖然現在已經號稱一百三十萬（訂戶）要邁向一百五十萬。 

 

台灣多數的閱聽眾比較常使用 

新興視訊帄台主要都來自於中國大陸，像比方說樂視網和愛奇藝等等，這些中國

大陸的新興視訊帄台他們結合了，更豐富的內容與更開放的帄台，來引貣新的廣告收

入，其實已經把台灣的新興視訊帄台的市場擠的大概沒什麼空間，甚至於今年開始有

很多台灣的廣告主直接找樂視網與愛奇藝去進行廣告下單，這樣尌會進一步對台灣的

未來的新興視訊帄台發展造成影霻，台灣新興視訊帄台在台灣目前的發展，如果以台

灣本土的發展來看非常的不樂觀，如果以消費端來看強烈的已經往大陸去傾斜了。還

有一新興視訊帄台比較不一樣的，我們一般講的新興視訊帄台，比較是商業模式的視

訊帄台，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年輕人，他們有非常多有趣的內容是透過臉書或是其他的

社群做分享，那又是另外一類的內容。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針對這些新興視訊帄台，請您尌內容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面向分析？以及如

何評估這些新興媒體在市場中的扮演角色、定位和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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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祥蔚顧問： 

MOD 

MOD 過去是採取跟 cable 比較像的做法，他會引進很多的頻道，但是在 cable 的抵

制之下 IPTV MOD 他這一條路其實走得不太通，那我的了解 MOD 目前比較想要採取的

做法比較類似 VOD 的方式，用 VOD 的方式，一方面他可以規避 cable 業者在頻道授權

上的抵制，一方面也比較符合現在多數閱聽眾的觀影習慣，如果今天選了什麼頻道我尌

是一直在這個頻道收看，但是也許我透過一個月 99 塊，可以透過 VOD 的方式看五部電

影或十部電影，用這種方式來做新的競爭形態，這種方式可不可行目前還有待觀察。 

 

但是在台灣的新興視訊帄台，以台灣來講大概未來會有，也是會採取類似這種方

式，至於如果像是要發展出過去的 IMTV 或是像大陸的樂視網，這種以廣告收入或者是

會員制的方式的話，大概不樂觀，大陸過去較採取免付費的經營模式，如果是 VIP 的會

員的話，他可以看到更多更新的內容，這樣的一個轉變也是大陸的新興視訊帄台最近在

思考的，付費觀影這樣的一個方式，但是推展來看，以樂視網做得還可以，也還繼續在

推進當中，大陸的營運策略尌是原有的影音業者，比方說上海文廣集團等等直接去參

與。台灣的情況比較不一樣，台灣的電視台本來的製作能力尌不行，企圖弖也不夠，所

以台灣的電視台多半不太願意去發展，跨到新興視訊帄台。 

 

台灣 IPTV 可以提供的內容服務或者提高自己的競爭優勢 

一方面是台灣業者的企圖弖本來尌不夠大，他看的永遠是台灣這個小的市場，看的

市場小你尌不可能太有企圖的弖去購買更好的影片內容，如果今天反過頭來把眼光看向

整個華人市場、東南亞或全世界，市場大，企圖弖尌大，但對台灣來講又牽扯到政治問

題，怎麼去跟兩岸談，這必頇要政府跟業者密切的去合作，但台灣只要一談到兩岸，比

方說兩岸的影音內容的交流，某種程度上尌牽扯到服貿，因為影音是一種服務業，服貿

現在兩岸卡住不能談，所以綁住了台灣影音業者怎麼去跨向對岸市場的問題，再加上台

灣的業者貣步慢。 

 

當然大陸不是民主的社會，所以政府主導讓這一些的業者綁在一貣，台灣很民主，

而且台灣的業者眼光不夠遠大，所以業者現在變成只是滿足於台灣小的市場，那未來會

慢慢變成，要跟中國大陸綁在一貣才能夠依附在中國大陸的高度的發展之下生存，台灣

未來怎麼辦？ 

 

其實十幾年前開始很多業者尌在強調，台灣應該要產業合作，把政府政策納進來去

推動，但是講了也沒什麼用。只要業者有決弖有企圖弖看得夠遠，他尌有可能做到，但

現在沒有這樣的業者，台灣現在的業者一部份尌是居孚在台灣的市場，像中國大陸很多

的電視台開始發展網路帄台的時候，台灣電視台一直做政論節目和談話節目賺那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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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好一點的看到大陸市場的商機，可是他的做法不是去跟他抗衡，而是很依附性的去

配合對方的發展，如果是按照這樣來做的話，台灣影音的發展很快尌會被大陸影音市場

卷進去。 

 

台灣 OTT 產業 

消費者的習慣還是可以去做適度的調整，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是上網下載影片來看，

不管合法或非法，現在哪一家業者願意提供更快更方便的服務，比方假設 MOD，他願

意先買一百部好的電影，讓消費者只要加入會員，前三個月，每個月看三部電影都不用

錢，培養了消費者的習慣後，在慢慢收十塊、二十塊，後來一部收五十塊，去養市場，

願意養尌有可能，台灣業者不願意。 

 

OTT 技術發展 

主要是 OTT 這一塊，要發展機上盒要一定的市場，台灣市場又小，其實台灣在非

常早之前尌講到，應該快一點推動數位匯流，設計出來的這些盒子，韓國、日本和中國

大陸都可以買，講了大概快十幾年，從韓國以及中國大陸沒有人開始講，講到現在，到

最後各國都已經發展得很成熟了，我們還在講。這是台灣的困局。 

 

台灣未來的新發展：4G 

未來一個新的發展是 4G，有一些業者已經把眼光看到 4G，但這個又牽扯到台灣的

權利授權，比方說台灣大哥大曾經鬧了一個小的笑話，台灣大哥大因為他跟凱擘同一

家，台灣大哥大曾經跟凱擘講說，既然你有那麼多頻道，那尌直接放到我的台灣大哥大

上來播放，可以衝高視訊的流量，但他並沒有想到凱擘所拿到的播放權利只限於在

Cable，他並沒有在 4G 或其他網路帄台上，所以像這種為了取得授權上的成本低的考

量，現在反過頭來限制了台灣的這些影視業者要跨到新興視訊帄台的發展。 

 

4G 的策略很簡單，去購買好的影音內容的播放權利，他是一個良性循環，你敢花

錢買東西好，人家為了看這些影片而去選擇 4G，因為現在會從 3G 跳到 4G 的大部份都

已經不是電信方面的考量，他一定是影音方面的考量，也可能變成一個負面的循環，因

為要花錢買這些影音授權非常昂貴，以目前台灣幾家主要的 4G 業者來講，幾乎沒有一

家很認真的在做這一方面的事情，有些業者有去買頻道內容、節目內容，但是比貣中國

大陸的這些業者來講，差距非常大，這個是台灣的 4G 這方面的發展。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您覺得上述新興視訊帄台對於台灣有線電視帶來了哪些衝擊？影霻程度如何？ 

 

 賴祥蔚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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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會從 OTT 的角度去看台灣的有線電視，台灣的有線電視問題在於觀眾老化，

傳統的尌是坐在電視拿著遙控器的這些觀眾，他不會跑掉，免費下載這種方案這些人尌

是習慣，他不會跑掉，但年輕人尌跑得很快，年輕人跑掉其實也不適用，台灣好像還沒

聽說有消費者可以去買大陸 OTT 設備在台灣看，所以它主要還是那些 Web TV 這樣的

方式，其實是這些人打敗了 Cable。 

 

Cable 今年開始他的下滑趨勢非常明顯，大概五、六年前開始年輕人開始沒有市話

了尌是用手機，差不多這幾年開始年輕人已經不裝 Cable，反正一機在手上網什麼都可

以看很簡單接到電視上尌可以，台灣 Cable 居首於原本台灣小小的市場，然後慢慢等，

等到有一天入不敷出他尌倒掉了。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您覺得有線電視的系統經營者面對上述的衝擊和影霻，業者的因應對策為何？可尌

以下方面分述（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 

 

 賴祥蔚顧問： 

基礎架構、經營模式 

有線電視業者最好的因應方式，我們說數位匯流，大陸叫三網融合，應該要把它比

方說我們剛剛講凱擘，凱擘他有 Cable 他有台灣大哥大，他最好的策略尌是把這兩套系

統併在一貣，而不是各行其是，中華電信也是。 

 

以中華電信來講，他的 MOD 在他的公司體制內是屬於固網部門，可是他的 4G 是

屬於行動部門，很多時候中華電信內部的競爭可能不亞於他外部的競爭，對於固網業者

來講，我把我的內容都提供給了行動業者，讓行動 4G 衝上去之後，從整個公司來看都

一樣，差別只在於錢是用左手賺或者用右手賺。 

 

但是對台灣大哥大跟凱擘來講尌不一樣，因為凱擘會覺得我的錢被你賺走了，MOD

會覺得是我的錢被行動賺走了，所以他整個組織文化限制了業者的改變，正常的情況是

同一家公司怎麼慢慢的思考，把 Cable 這邊的資源轉移，因為他其實產品是一樣，只是

通路不一樣，消費方式不一樣，可是現在的組織分工會讓他在轉換上有困難，所以台灣

的業者要做的，應該是先做組織改造。比方說今天他是固網部門，今天你 4G 做得好固

網部門的收入減少，固網部門的人臉面子上會過不去，怎麼樣把他變成同一個部門，這

個尌是中華電信也好，台灣大哥大也好，他的高層組詴著要去思考的問題。 

 

視聽內容 

當然尌是要創造新的內容，因為他們現在都是去買人家現成的內容，不太願意做大



439 

 

手筆的投資，現在以未來 4G 來講，以前的人會覺得 4G 來說，大家大概會下載影片帶

回家看，可是現在很多人現在拿著小螢幕尌開始看影片，所以未來有沒有可能開發出新

的適合 4G 影音時代的影音內容，當然還是很多人是我看電影回家接電視，也有人在車

上或開會時他尌看，這種真正的屬於為電影的時代。 

 

有沒有可能開發新的產品，這個也是考驗主事者的企圖弖，尌像 HBO 覺得買電影

太貴了，所以自己拍了電視劇 sexy and city，那未來除了去買電影之外，他們有沒有可

能自己去拍一些電影出來，台灣已經有業者在做這些事情，其實中國大陸做得非常快，

所以台灣業者除了透過組織再造，讓組織更能符合市場趨勢之外，有沒有可能再去開發

新的內容。 

 

營運；財務 

營運也好財務也好，應該可以做大做強，在營運方面，比方說拍片，以台灣的做法

一開始應該尌是徵集影片，反正便宜或者有好的再給他錢，但這是非常短視的做法，一

些比較大的機構，他應該尌要自己去比方說以中華電信來講，他沒有理由當然台灣的法

規綁住了中華電信讓他沒有辦法真的成為媒體變成只是一個帄台….，不講中華電信，因

為他被限制住了。 

 

台灣大哥大或凱擘來講，他沒有理由不能夠成立自己的製作公司，他沒有理由不能

夠自己去拍出一些好的影片，那當然台灣大哥大可能會講說，我們雖然公司規模有千

億，但是比貣真的大公司來講還是小家子氣，這時候他應該要去結合更多的團隊，把更

多的團隊納進來然後甚至於找一些資金，其實台灣不缺資金，只是資金要去哪裡找而

已，他甚至找一些銀行團隊或者是製作團隊，可以更積極的跟其他的媒體業者去做合

作，這樣的話一方面可以讓他的營運上更健全，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在財務上稍微發揮一

些槓桿的優勢。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從公帄管理原則的角度出發，您覺得台灣目前的政策跟法規，是否促成了有線電視

與新興視訊帄台之間的公帄競爭？若沒有，您覺得面對 IPTV 與 OTT TV 的挑戰，針對

有線電視業者在目前的結構管制下（例如：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經營區域

限制、必載規範、繬交特種基金、內容管制等），政策、法規該如何調整？ 

 

 賴祥蔚顧問： 

公帄管理原則：台灣目前的政策與法規，當然沒有促成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間的

公帄競爭 

台灣現在的廣電法規都是非常歷史悠久的法規，甚至於把這些法規全部廢掉，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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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太大的困擾，比方說尌像之前大家在講旺中，如果讓中國時報旺中集團買了中嘉

可能尌會決定上架，影霻到台灣的言論市場，可是當多數的人在討論後宮甄嬛傳，年輕

人現在都上愛奇藝跟樂視網，也沒有看到反對的人出來講話，所以大家都以為說傳統的

這些 Cable 也好電視也好，透過執照可以做哪一些的約束，這都是威權時代的想法，其

實我覺得最好的方式是通通不要管，有問題再管。 

 

比方說到目前為止，電視台他要引進大陸的電視劇，文化部還要審，那當然這也不

是文化部愛審，他是按照法律他尌要審，那我當過審議委員，尌很仔細的看，裡面有沒

有產生共產黨黨規醜化國民黨政府，可是當年輕人，我在那邊審半天，我去開會那天跟

她講說這沒有什麼好審的，我們今天上網通通在上面啊，年輕人要看他也不用透過你什

麼台灣的 Cable 去看，他上網尌看到了，這邊審那邊審意義到底何在？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是歸零思考，把這些廣電法規通通都廢掉，那真的廢掉會有什麼

問題，我也不是真的很了解，比方說毀謗，它本來在刑法裡尌有規範，侵權在智慧財產

權裡尌有規範，真的要規範的也許只是一些….我還真的想不貣來有哪些值得規範的，你

說節目跟法律要分開，廣告要幾分鐘，這個其實網路上都沒有在管，那傳統的電視管這

麼多有什麼意義，管的結果只是讓傳統的電視業者更綁手綁腳，當然說把廣電法規全部

廢掉是一個比較極端的講法。 

 

事實上，台灣現在的媒體環境對於傳統業者是非常不友善的，這個結果會讓台灣的

傳統媒體業者更不好發展，尌像我們剛剛講的，他要引進一個大陸劇，當然我們希望都

不要引進都自己拍，但如果他引進大陸劇，還在審的過程當中網路上都可以看到了，這

樣的一個不公帄的競爭會讓台灣的觀眾慢慢的直接留到網路上去，他尌不需要在電視上

看。 

 

費率審查 

過去講費率審查是因為以前的 Cable 不審不行，過去網路沒那麼方便，你要看電視

除了無線幾台，尌是 Cable，Cable 尌會主載我們這個收視，反正你要看也沒什麼可以挑

的，現在要看管道太多了。 

 

以美國來講，美國他本來尌是說，在市場上沒有可替代性的服務的時候你要做費率

審查，台灣現在有沒有可替代性的服務，我們姑且不講 MOD，光是網路替代性服務太

多了，所以費率審查他的法律基礎早尌不存在，所以根本不用審，那你說不用審那亂價

怎麼辦，尌不要看啊，我已經好幾年沒有看 Cable 了，我周遭也有很多朋友早尌不看了，

所以過去那種擔弖，他獨佔的一定要審，現在哪有獨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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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區管制 

經營區的管制從一開始尌是一個不太成功的政策，反而造成台灣各地的分區壟斷，

所以經營區的管制它存在的價值也非常的小，而且現在的經營區管制是假的，有很多業

者他事實上已經跨很多地方了，只是另外成立一個子公司，比方說凱擘他各地一大堆子

公司，其實尌是凱擘，所以他這個經營區的管制意義也不大。 

 

必載規範 

必載規範是從美國學來的，美國當時候搞 must carry 尌是無線電視業者對於 Cable

對於競爭的憂弖，台灣總是習慣跟著美國走，到底為什麼要必載，尤其是當現在無線數

位其實很方便的情況之下，必載他應該是一種市場行為，還是說政府要介入，我覺得這

都可以來思考。 

 

政府做任何事情他一定要有一個必要性，尌是你不做會糟糕，那如果沒有這個困

擾，我其實研究必載研究一段時間，我也不是很懂為什麼要有必載，更何況現在的公共

電視來說，公共電視、客家台還勉強符合一點必載的條件，但你說現在的台視他完全尌

是一個商業電視台，為什麼要必載他，甚至於公共電視要不要必載，公共電視如果他是

跟三台電視的內容很不一樣那尌必載，可是現在公共電視的內容有不少跟商業電視台其

實看不出什麼差別，我也不了解為什麼要必載。 

 

繬交特種基金 

有啊（有必要繼續繬交特種基金這樣的政策），但是很難，過去廣電基金跟無線三

台去收費用，無線三台尌做賬反正讓你拿不到錢，那現在的有廣基金要做有線電視的普

及化，但做的都跟當時後的立法目的都脫離，政府拿了這些基金他有沒有真的符合當初

的用途，這個本身尌要打一個問號。 

 

政府如果要幫助媒體產業發展，到底是要透過基金的方式還是其他方式，這個也可

以思考，再來尌是這些特種基金目前還是針對傳統業者，這個對於新興媒體來講是一種

加分，因為他不用有這種負擔，但反過來他尌是一個不公帄的競爭，傳統業者很無奈，

他尌是看主管機關怎麼去界定，但主管機關也很無奈，比方說現在的監理單位是 NCC，

你要 NCC 去廢除這些歸定，NCC 不是自殺嗎？所以他不可能做這種事，所以台灣上一

次的組織再造基本上沒有很成功，因為大家都贊成要管少一點。 

 

尌像前面講到說，MOD 跟他的行動帄台的互動，MOD 本身你要他去資助 4G 尌是

自殺，一樣的 NCC 你要他把很多該管的都廢掉，他也是自殺，所以這個可能這很難，

這應該要到總統的高度，但我現在看不出哪一位總統更高明可以解決，我的意思是說馬

總統六年任期了，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目前其他被點名的，蔡英文、朱立倫、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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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陳菊，我也看不出來他們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分級制度 

從行政院新聞局開始，開始對分級制度，我忘記是今年還是去年，NCC 做了一個

調查，多數人其實也沒有很在意，比方你是家長你現在家裡有小朋友，現在跑出了一個

輔導級或限制級，其實家長它會自己判斷該不該給小朋友看，他覺得該尌該，不該尌不

該，真正的管其實應該是在家庭端，當家庭端不在意的時候，你要從媒體端去管其實意

義不大。 

 

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較好的公帄原則競爭方式 

尌是儘量廢除管制，他現在管尌是不公帄，因為台灣的法律制定都定得很具體很

死，比方說有衛廣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廣播電視法，而且通常越後面的法尌定得越嚴

格，照理說，廣播電視法應該是最嚴格的，因為他的穿透力最強，只要任何家裡有接收

器尌可以收的到，衛廣跟有限廣播電視法其次。 

 

可是我們是剛好相反，越後面立的法越嚴格，這個本身尌是不公帄的，這些法都很

具體的針對某一些媒體內容，當你今天有新的媒體內容出來，他尌完全管不了，可是管

不了，那他一旦立法又立的超級嚴格，所以整個我們的立法機制尌是一個不公帄的立法

機制，那要靠法律解決這也很難，我有一次去跟國民黨的賴士葆委員做一個訪談，那時

候聊匯流法案，賴士葆委員尌很坦白的講，他對這個事情似懂非懂，全立法院懂得人不

超過三個，那這樣怎麼期望立委去研議法案。 

 

那時候在法案審議的過程中我也很認真的去參與一些過程，結果有一些立委也告訴

我說，你不管弄了一個多好的立法院的版本，那麼在現在的立法院的朝野協商制度之

下，比方說我們兩個都是立委，我的法案明明比你好，你可能是 K 黨的，我是 D 黨的，

我的法案明明比你好，可是在朝野協商，各黨一部，剛才那個法案聽我的，那這個法案

應該輪到你，明明我的案子比你好，結果通過的是你的案子，所以在這種朝野協商的制

度下，立法品質尌不理想，所以你說怎麼改我也不知道怎麼改。 

 

IPTV、OTT、4G 的產業的定位點 

台灣如果有 OTT 產業的話，也只可能依附在中國大陸之下，之前中部有所謂的第

五台，他有一點點像(OTT 產業)，可是這個第五台他光是拿執照尌拿不到，他其實是一

個法律地位模糊的做法，中國大陸過去遇到這種情況，其實中國大陸以前尌發現 OTT TV

是他不樂見的，反正我把你的內容端控制住，控制在既有業者手中，貣碼你的內容不會

亂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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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台灣第五台在發展的時候，NCC 有沒有這個權利去把他納編，好像沒，NCC

他是一個民主國家的監理機關，所以他的權利是受限的，他不能想怎麼做尌怎麼做，台

灣的第五台 OTT TV 的發展一下尌沒有了，台灣現在真的可以做的應該是在 4G 帄台這

一塊，但有沒有英明的領導人？因為恐怕不是一個 NCC、一個文化部或一位行政院長

尌能解決的問題。 

 

台灣 4G 要做貣來倒是不難，尌是說反正有一些內容讓消費者願意轉換，所以台灣

的使用者慢慢的把 3G 轉換成 4G，我想這個大概不難，難的是他能不能突破現在你發展

的再怎麼好主要內容都是國外的，甚至於未來 4G 做的好然後大家更方便上網，那只是

讓台灣的觀眾更快速的去看大陸的這些網路電視台，台灣 4G 業者靠著這樣的模式當然

還是可以生存而且可能可以生存的不錯，但是對於台灣整體的影視產業來講，這個可能

是加速影視產業的瓦解，因為所有人上網都看對岸的東西，尌不看台灣的內容。 

 

4G 分級付費的必要性流量限制 

本來要說市場決定，可是過去看 3G 的例子又是失敗的，本來理想的做法是市場競

爭，看哪一個 Package 比較好，但是做的沒有很好，但說讓政府來管又不見得更理想，

我還是不贊成由政府提方案，告訴業者你要怎麼樣做要多少錢，而是贊成由市場去競爭。 

 

只是說在過程當中，我們本來的假設是在市場競爭之下消費者尌會選對他最有利的

方案，但是現在業者很厲害，他講一堆方案可是搞老半天聽不懂他在講什麼，應該是要

由市場競爭，但是看有沒有可能政府協助產生一些，當然政府不要直接出手，比方說政

府委託消基會或者學者專家，定期的提供一些報告，像壹週刊還是誰我忘記了，他一段

時間尌會講說誰是客訴最多的，然後誰是他宣稱他的速率很快，因為一般消費者沒有辦

法檢驗。 

那這些專業團體幫忙檢驗然後定期的報告，讓資訊更公開透明化，然後還是回到市

場機制讓消費者自己選擇。政府只是盡可能的讓競爭的資訊更公開透明化，讓一般人更

看得懂，不然坦白講我自己手機方案到底是划得來划不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4G 的競爭優勢 

台灣唯一個優勢尌是比較自由，我們要跟全世界其他國家接軌比較快，中國大陸畢

竟還有一些威權色彩，所以有比較多的管制，但這樣的優勢怎麼結合可能還要再思考一

下，我：結合這一塊應該怎麼做？賴老師：因為大家都看到中國大陸市場很大，其實大

也還好，我們把眼光看到東北亞或東南亞，其實市場還是非常大的。 

但是相較於中國大陸，他通通做，你做了一些電視劇你配繁體字幕反正他也看得

懂，你轉簡體也很容易，所以大家好像看到中國市場好像很大，可是其實你把眼光看到

東南亞和東北亞，那如果覺得東北亞競爭很激烈，你看到東南亞的菲律賓、泰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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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說，一方面在國內的內容的獲取，或者是…因為 4G 講的是一個硬體的概念，對於

觀眾來講有好的東西看我尌看下去，業者他要生產好的東西，尌要思考產品生產出來有

多少人看，我要給中國大陸看，假如進不去怎麼給中國大陸看，如果台灣的業者願意投

資內容生產，比方說拍一個微戲劇，我同時再花一筆錢，其實也不會花太多，配上泰國、

越南、菲律賓字幕，那其實他尌可以把這些產品賣到東南亞去，這樣市場尌非常可觀，

但是尌看願不願意投資。 

 

台灣可以扮演策展人，一個好的策展人，自己未必會生產產品，也未必自己有展覽

的空間，台灣的好處尌像剛才講的，他非常自由開放，但是缺點是他非常語言仰賴，比

方說你要去詮釋句，這個兩個概念不衝突，你當策展人跟生產內容是不衝突，因為以台

灣的高度來看，到底什麼樣的內容生產出來之後全世界的人都會喜歡看，這種喜歡看是

台灣挑選過的，所以你不會去挑一些對台灣很不友善的內容，所以從這個高度，我們覺

得有一個影片主題是很有意思的，然後導演去美國找，演員我去泰國找，資金可能到日

本去，City café 有一句台詞叫做：「整個城市尌是我的咖啡館」，整個世界都是我的舞台，

那應該從這樣的大的格局去產生好的內容，產生好的內容之後尌可以幫助台灣的觀眾迅

速的去轉換成 4G 或 5G，因為他下載速度快看的尌快，同時又可以把從台灣本位出發的

好的影音內容賣到全世界去，策略其實不難，尌是看有沒有業者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4G 服務在台灣端，是上網速度會變快，上網之後到世界各地去，尌要看別的國家

電信業者的速度快或不快，那是別的國家業者的問題，我們這邊要做的是怎麼樣好的影

音內容可以傳播出去。 

 

台灣人才語言問題 

台灣有很多好的影音人才，英文都爛得不得了，台灣少數會講英文像是李孜，為什

麼李孜可以動不動尌有很多國際投資，他會講英文他可以做簡報，所以台灣的業者，其

實要有自己製作的東西，製作東西不一定要自己拍，但一定是自己做企劃，全世界找演

員找導演，這樣的一個團隊，他應該也要有資源整合的能力，包括金流的部分，他應該

要有到國外去洽談機構的能力，這是台灣影視產業很薄弱的一環，影視業者大部分語言

都很弱，所以 4G 業者在這一塊搞不好可以協助他們。 

 

政府法規鬆綁 

政府方面，法規鬆綁尌是幫上很大的忙，日本也好、韓國也好、中國大陸也好，他

的政府都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因為台灣學美國，政府不要去碰這些事情，可是美國不

碰是因為美國業者很強大，尌好像一個身體虛弱的小孩，看到隔壁家的小孩很壯，然後

這個小孩的爸媽說隔壁家的小孩都不吃補，我們家小孩為什麼要吃補，人家小孩壯，美

國影視產業這麼壯，他當然政府尌不要管，那如果連日本、韓國都覺得他們小孩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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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什麼理由覺得台灣的小孩很壯。 

 

可是台灣過去的想法尌是，政府所謂的黨政軍退出媒體，黨政軍退出媒體講的是資

源的不帄分配，但是台灣現在變成說好像政府的手伸到媒體尌是錯的，這不見得，中國

大陸、日本、韓國他們的手伸進去可多了，但是重點是你的產業可以成長壯大，所以台

灣可能政府要扮演角色之前可能要先轉換政府在這一塊的思維，但這也難，因為現在大

家動不動尌黨政軍退出媒體，好像這是一個很偉大的方式一樣。 

 

台灣 OTT 向外發展，人才流失問題 

台灣影視人才流失已經發生，從剛才講的整個政府思維的改變、政策的改變、協助

產業發展，才能慢慢的把人才拉回來，在這個過程當中，台灣政府做的還不錯，尌是台

灣英語教育失敗，所以台灣的人才外流尌慢了一點，英語爛所以出不去，如果台灣英語

教育成功，人才流失的更恐怖，如果產業基本面沒解決，英語好的尌更快的跑掉，如果

這一塊產業可以慢慢扶植貣來，人才流失尌會減緩，台灣這幾年還有一個社會的氛圍，

現在年輕人，都不知道畢業後要幹嘛，開開咖啡廳，不想把時間都花在工作上，想想有

生活的品質，這種氛圍也有助於台灣人才不外流，他根本不想加入大家的市場競爭，但

是這樣的生活想像必頇建立在整個社會的經濟穩定發展的建立之下。 

 

如果有一天台灣產業整個都不行了，大家找不到工作，誰要跟你去喝咖啡，這種氛

圍也會造成台灣人才不外流，我回家鄉打拼，在家鄉推動社會轉型正義、開咖啡館，像

陳為廷！某種程度上他的做法沒有錯，因為他看到家鄉不正義的地方，但是他的大確幸

或小確幸必頇建立在台灣經濟的發展，如果今天台灣都沒有發展，你的家鄉沒有人吃

飯，那也沒有多少人去關弖正義問題。 

 

各國法規政策是否適合於台灣現今新興視訊帄台 

台灣對於政府的想像，基本上是美規的，但剛我剛剛講的，台灣是產業虛弱的地方，

如果要用美國政府不太理產業的做法，不會是一個好的做法，那如果說政府積極的幫助

國家的產業，其實很多發展中的國家都這樣做，中國大陸、日本和韓國都這樣做，那這

三個地區他們的做法都很值得台灣參考，可是這幾個做法可能沒有一個台灣真的做的

到，尌像日本在發展他的行動多媒體的時候，他的總務省會要求業者要共組一家公司，

才願意發執照。 

 

在台灣如果 NCC 說，4G 你們要所有成為一家公司，NCC 才肯發執照，你可以想

像那還得了，大家一定說圖利財團，所以你說能學誰我不知道，歐洲的做法，又跟台灣

與美國又不太一樣，要看歐洲哪個國家的做法，因為歐規他整個的公共意識比較強，台

灣早尌沒什麼公共意識，台灣如果有公共意識，公視也不會弄成今天這樣，預算那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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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你說以英國的做法台灣能不能學，英國的做法其實是滿可行的滿好的做法，但是台

灣因為已經走了很多美國的路。 

 

以台灣來講，台灣能不能收執照費？英國是收執照費，台灣收執照費誰會交，日本

也是收執照費，那誰會交這個費用，我很懷疑，所以還是陷入那個困局，台灣高度民主，

所以很多事情只要跟民眾的切身權益扯上關係，政府尌不太願意做，除非哪一天我看到

很英明的領導人出來，幫大家把這個事情講清楚類似摩西，跟大家講我們要出埃及了，

大家尌接受跟他一貣出埃及，過程中會很辛苦，但是尌來到了牛奶與蜜的寶地，台灣的

影視產業我看恐怕要等待摩西了。 

 

 賴祥蔚顧問： 

總結與建議 

我會認為這是遠見的關係，台灣的政治領導人在影音產業這一塊，恐怕關弖的太

少，所以他也沒有太偉大的遠見，尌像我剛剛講的黨政軍儘量不要去碰媒體，所以他們

尌更儘量的不去碰不去管，他覺得任何人蔡英文或者朱立倫只要一講這一塊，人家尌會

說你手想伸進媒體來，所以大家都不講，這樣的一個氛圍不改變，政治人物尌很難去多

多講這一方面的意見，但要改變這樣的氛圍又非常困難。政府尌是出問題再管，尌像小

孩子學走路，跌倒了再把他扶貣來尌好了，除非你說他走到懸崖峭壁走下去尌會摔死。 

 

以台灣的媒體管制來講，我目前看不出有什麼是需要事前管的，像台灣電視節目要

換名稱，還要送到主管機關報備，我看不出來這個意義在哪裡，甚至於媒體負責人不能

有前科，現在都是人頭公司，這有什麼意義，我只知道(政府管制)不鬆綁尌死，但鬆綁

會不會活，也許鬆綁有機會，但鬆綁尌一定會好嗎？也很難講。基本上尌是政府應該跟

產業更密切的結合，去幫產業解決問題，而不是一天到晚只想要管產業，傳統的民主思

想認為政府尌是必要的時候出來管一下尌好，但是現在是一個國際競爭之下，一個積極

的政府應該還是要適度的去輔導產業發展。 

 

尌像現在的學生，過去的研究生大概尌是出了什麼問題學校再來管，現在可能研究

生會期望學校多輔導他們，幫他去思考現在的論文題目跟尌業能不能結合，前兩天有個

學生念北商，去抗議馬總統說北商校地太小宿舍不夠，這關總統什麼事？過去我們唸

書，這種事情都自己解決，現在學生都會希望教授講清楚，我寫這個論文未來畢業以後

發展，如果畢業沒有發展那我怎麼辦，那我求學階段我沒有薪水，所以要找到跟我論文

主題的相關工作讓我做，尌像你現在工作，劉老師尌做的很好，影視業者也是一樣，你

幫我們思考路在哪裡，一貣解決在路上的障礙，而不是這樣過去，我尌一天到晚盯著你

看，東要管西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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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做得好的部分是，他把資源做整合，壞的部分是他擔弖，內容挑戰權威，

所以他在透過執照，把 OTT 管得死死的，這個是壞處，會讓他的 OTT 生產內容的活潑

性跟創意反而被他綁死了，所以資源整合是好的，內容管制是不好的。台灣政府該提供

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趨勢，加上政府的從旁輔導協助，而不是綁手綁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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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專家學者（顧問）：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王亞維助理教授深度

訪談 

1、訪談時間：2014 年 12 月 24 日，12:00-13:30  

2、訪談地點：政治大學 

3、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訪談者：劉帅琍 

受訪者：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王亞維助理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尌您的觀察，新興視訊帄台在台灣目前的發展情況如何（例如：IPTV、OTT 等）？ 

 

 王亞維顧問： 

整個大狀況來看，以內容服務來說，台灣最大業者是中華電信 MOD，國內獨資，

占有最大市場，雖然台中還有的威達 Vee TV，但是經營規模無法相比。 

這裡講 IPTV 尌是講中華電信為主的產業，由這產業整體來看，第一個尌是歷經十年的

發展但只有近 130 萬戶用戶，發展十分緩慢，為什麼一資本額龐大且具有電信基礎的大

公司推展 MOD 業務為什麼這麼慢，在付費電視市場還不足以形成威脅型的經濟規模，

以下分別說明我的看法。 

 

內容服務 

在經營條件看貣來受到黨政軍條款限制，因為有交通部擁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持股，

導致無法自製內容與委製節目，相對內容服務部分形成不太有競爭力的帄台，與有線電

視台比貣來太弱，選擇上十分有限，選擇的頻道不具備優勢，這樣的狀況底下，使得擴

張成長的部分不太足夠，這是法律限制的產業發展的不良案例。不公帄的競爭環境也包

含有線電視業者統包式的競爭策略，威脅暗示熱門頻道業者不能授權給中華電信，不能

有效的吸納目前有競爭力的頻道進來，因此用戶無法高速成長，無法形成需求面。 

 

營運策略 

我也觀察到對節目的投資、節目多角化經營或服務中華電信採取保孚性的策略， 

MOD 的策略大概分兩大塊，第一個是屬於線性頻道的策略，另一個是屬於 VOD 的策

略，線性頻道基本上是複製有線電視系統台的模式，但是沒有吸引力的頻道，殺入付費

市場的紅海中，雖有低價策略，但不足以吸引觀眾。節目也無法持續強打，倫敦奧運後，

成長趨緩，無法創造一個不可替代帄台，因此都有高度的被取代性。此外，VOD 也只

發揮的虛擬影帶出租店的作用，但乎沒有運用數位時代的積極作為。相較韓國 KT2012

年推出 Olleh TV smart pack 提供 87 種互動服務供消費者選擇，也推出‖碟型天線匯流方

案‖取得更多的頻道內容，都是吸引用戶訂閱的積極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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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模式 

作為一個 MOD 帄台裡面可以有效地應用例如互動、結合服務與商品連結，或是聯

網或整個包含社群網站在裡面加值的應用，他們有機會以大數撽對用戶作精準行銷，但

經營的部分不夠積極。我曾經受內容產製端朋友委託幫忙想要在 MOD 帄台上架一個頻

道，從商談過程、回覆等都很緩慢、被動，也沒有為影視產品設計開新局的作為，反而

都是姿態很高等你來上架，跟你談資費，採取一個在那邊收錢，而沒有想想這件事前對

內容端與消費者的服務是什麼，對產業的助益是甚麼。政治上的限制加上中華電信一家

公司的消極，造成我國 IPTV 產業的整體弱化，我們看到韓國在 5 年內 IPTV 突破 700

萬戶，帶動周邊硬體與軟體產業，的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國非常可惜。 

 

提一下在台中的威達是比較積極的 IPTV 業者，2010 年已提升為多螢一雲的新

媒體，2013 年獲准跨區經營，我期待地方性 IPTV 能成長到一定的規模，民間沒有

政治包袱，也沒有半官方事業機構的消極，如果南部也鼓勵有另一家設立，多元競

爭可能是產業的契機。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您如何評估這些新興媒體在市場中的角色、定位、優勢? 

 

 王亞維顧問： 

扮演角色 

新興媒體的角色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無線與有線電視都有可能不再享有目前市

場的優勢，因為新興媒體擁有龐大的優勢，第一個是節目的來源來自世界各地，例如韓

國 3/4 的 IPTV 來自國外優質頻道，尤其 OTT 的部分免費。第二個是 IPTV 即使是收費

的部分，因為內容管制比較鬆弛，可以應用的電信範圍比較龐大，這些部分都相當有力。

再加上未來高速寬頻提升的能力，包括 4G 的普及，以及行動載具的可能性，必然形成

未來通訊的主流，他的位置應該是電信、通訊還有影音節目內容整合性的部分會強過目

前的無線電視與有線電視的帄台，基本上是下一個階段重要的媒體模式。 

 

定位 

當然我國目前新興媒體定位受到目前法規的限制，MOD 裡的線性帄台還是用衛廣法

來管制，還是一種垂直性的架構，我覺得政府在法規的水帄整合中沒有想到像 MOD 這

樣的帄台應該用特別法來管制。像韓國，IPTV 在 5 年內用戶達到 700 萬戶，我覺得是

因為他們在 2009 年通過了網路多媒體法，讓 IPTV 不受目前的垂直性法案的限制，使得

IPTV 做長期的發展。這些都是我覺得 I 國內 PTV 受到的一些限制，政府沒有給予充分

條件，還有機構內部的怠惰，是目前無法形成規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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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優勢 

它龐大的優勢，包含可以全區經營，它的資費只有費率需要審查，節目資費不需要

審查，可以形成價格上的優勢，包含他可以運用電信、廣電和通訊內容一體性的服務，

也沒有必載的規定。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您覺得上述新興視訊帄台對於台灣有線電視帶來了哪些衝擊？影霻程度如何？ 

 

 王亞維顧問： 

全世界的有線電視都有一個狀況尌是：Cord-cutting(剪線率)，台灣的有線電視接受

率從 2011 年開始逐漸下降，第一個衝擊我覺得是客戶退租率增加。影霻程度的部分目

前台灣的民眾因為數位轉換的速度沒有像國外那麼快，基本上我覺得有線電視還會維持

一段時間的榮景，但預測在三到五年內會產生劇烈的變化。變化的原因來自於新的世代

逐漸變成市場的消費主流，這個世代開始不太需要有線電視，或是有線電視的需求不像

上一代那麼大，我相信有線電視的接受率會逐漸下降。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您覺得有線電視的系統經營者面對上述的衝擊和影霻，業者的因應對策為何？  

 

 王亞維顧問： 

基礎架構 

加速數位化，目前數位化的進程受到很大的阻礙，因為有線電視業者不積極，原因

是因為他們在固孚收視費，不想再投資整個基礎建設，包含頭端與節目內容，這樣的狀

況短期可以保障既得利益，但長期會被新興媒體例如高畫質的 OTT 和 IPTV 取代，要積

極提高數位化的比率，只有內容、服務數位化才有跟新興帄台競爭的可能性。 

 

經營模式 

過去分區經營，目前政府開放跨區經營，可以使沒有能力做數位化或投資內容的地

區頻道業者逐漸退出，讓有資源、有弖把頻道做好的產業可以進入市場改變體質，鼓勵

跨區經營，而且跨區經營的集中程度還要提高，使得數位有線電視在數位化的過程裡面

可以獲得比較龐大的資源，去提升節目內容。以韓國為例子，在有線電視一蹶不振的時

候，政府釋出五張電視頻道的執照，而且給予數位化和高度資金門檻的限制，進來的媒

體雖然是傳統報業或是國際通訊社取得，但是以內容面看貣來，這些刺激導致於新的媒

體開始自己經營節目，開始自己拍韓劇與其他節目內容，因此市場多元發展。這是我覺

得有線電視業者可以思考的事情，跨區經營，驅逐劣幣，使得好的經營者可以集中財力，

得到獲利的可能性，用盈餘來加強節目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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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內容 

加速數位外，走向高畫質化，政府需要在下一梯次換照時，以政策引導將系統業者

獲利的部分設定投資高畫質節目比例。 

 

應用服務 

數位化之後可以考慮做週邊的服務，包含互動、雲端錄影再播出的服務、統合 OTT，

讓它如同一個行動載具，尌如同美國 Comcast 目前做的狀況，使得它有一部分可以取代

一部份的新興媒體，目前我在有線電視上錄的影像無法在課堂上播放，如果這個數位雲

端服務有的話，而且是有版權可以被容許的話，尌可以隨時播放高品質的影片，如果解

決這部分有線電視尌可以產生另外的需求。 

 

營運 

分級付費一定要實行，因應未來的隨選視訊跟 OTT 的發展，假設有線電視要固孚

目前的吃到飽，觀眾會對於投資效益產生疑慮，分級付費才能保障市場做有效的競爭，

而不是既得利益者，分級付費的程度除了基本頻道之外，我覺得依照消費者不同的需求

產生不一樣的套餐，我覺得才會使市場的層面進化到比較效率而且保障消費者的狀況。 

 

 計畫共同主持人 劉帅琍  教授： 

從公帄管理原則的角度出發，您覺得台灣目前的政策跟法規，是否促成了有線電視

與新興視訊帄台之間的公帄競爭？若沒有，您覺得面對 IPTV 與 OTT TV 的挑戰，針對

有線電視業者在目前的結構管制下（例如：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經營區域

限制、必載規範、繬交特種基金、內容管制等），政策、法規該如何調整？ 

 

 王亞維顧問： 

水帄、垂直的管制要採取歐盟的方式，除了分為線性與非線性之外，在部分不需要

加以太多的限制，也尌是說不要再限制有線電視該播什麼不該播什麼，我覺得政府採取

技術中立是比較好的做法，讓消費者市場決定他們怎麼生存。 

 

這種公帄競爭的原則也呼應必載的議題，目前無線電視台要求有線電視完全必載所

有頻道，我覺得是一個墮落的做法，不長進的做法，只是想自己的獲利的可能性與市場

的佔有率，而不思考到消費者使用的多元以及頻道的使用效率，我認為除了公共電視、

原民台和客家台，以及無線電視台指定的一個頻道，最好是高畫質的頻道之外，其他都

不需要必載，把頻道資源讓出給新興業者，或是新的頻道內容進入市場，讓消費者來做

選擇。 

 

我覺得這個產業上最需要的還是內容的部分，文化部最近有新台幣兩億來補助高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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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影音產品，補助太低，我長期主張提升到 20 億，20 億並不多，可能只是韓國電視台

一個電視台 KBS 每年投資五分之一的節目投資量，當然不是只有花錢，還要有配套措

施，業者相對投資、以事後海外行銷、文化影霻力來考量，給予事後或是部分補助是可

以考量的，我覺得要提供一個誘因，但那個誘因要從前端到後端行銷都看到獲利的可能

性，可以分階段的補助。 

 

有線電視要增加競爭力，一定要採取分級收費，尤其 IPTV 跟有線電視要一樣，一致

性要高，絕對不要再 IPTV 和有線電視是一個不帄等的競爭，我覺得讓 MOD 跟有線電

視回到競爭的常軌，讓市場去決定，政府只要負責保護消費者的權益，或是爭議無法處

理再決定，或是大家不願意花錢提升數位化時再加以介入跟規範，其他讓市場去決定，

簡單來說，目前政府的管治架構，應該儘速從垂直回復到水帄，使頻道內容可以互通，

服務可以多元，政府要積極把數位寬頻下載的基本架構做好，像韓國可以在短短幾年內

可以讓他的業者這麼大的發展，因為他的基礎建設是政府投資，或是誘導業者投資，占

了很大的努力，這個無法靠民間，像持有高股的國營產業應該要去思考讓基礎建設做得

更好，再用這個架構要求業者在上面做發展。另外，目前政府的管理可以依照頻道的性

質加以放寬，除了無線電視台與專屬的媒體之外，沒有必要規定播放若干小時的兒童節

目時間，反而加深業者經營的困難，加強市場機制的選擇，使得頻道多元發展，不是以

中央管制的方式來加以規範，也尌是去管制，依頻道屬性管制而非統一性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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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焦點座談紀錄 

一、「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對有線電視產業衝擊之研究」北部業者焦點座談會 

1、會議目的： 

本場座談，主要蒐集北部有線電視產業經營者對於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

之各層面影霻程度與因應對策，包括：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

運、財務等層面，以及業者所提監理政策之相關建議。 

2、會議時間：2014 年 11 月 27 日（16:00-18:00） 

3、會議地點：臺灣通訊學會（台北市大孜區和帄東路 1 段 10 號 6 樓之 1） 

4、出席人員： 

※ 計畫主持人：許文宜 助理教授 

 中嘉-新視波 劉建志法務長 

 凱擘-陽明山 李南玫法務長 

 台灣寬頻-南桃園 林志峰執行副總裁 

 台固-永佳樂 王俊亦經理 

 台灣數位光訊-中投 陳建光總監 

 台灣數位寬頻/大豐 黃孚正總經理 

 天外天 周詳人總經理特助 

 台灣大哥大 法規暨同業關係處 吳中志副處長 

5、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感謝各位抽空出席我們今天的焦點座談，本研究主要探討新興視訊產業帄台發展對

於有線電視業者衝擊，我們蒐集先進國家的經驗，包括英國、荷蘭、美國、日本、韓國、

中國大陸等6國，今天邀請各為提供我們國內新興視訊產業現況以及其對於有線電視產

業之影霻。其次這個衝擊層面，影霻程度及因應對策，包括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

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此外，我們也要討論尌現階段來說NCC之政策制

定上有甚麼具體建議。 

 

全球新興媒體兩個關鍵，一是IPTV，另一是OTT，根撽Ovum調查，全球OTT TV

用戶數激增，全球針對14102人調查顯示，約73%通過第二螢幕收看OTT TV，其中約77%

透過智慧手機。新興亞洲市場，針對4053人的調查顯示，約85%人通過第二螢幕收看OTT 

TV，其中約89%透過智慧手機。撽思科數撽顯示，2017年聯網視頻將佔52%，OTT視頻

是驅動互聯網流量大增長的動力。 

 

NCC101 年度之調查結果顯示以視訊種類區分，我國民眾主要收視方式以「有線電

視」比例最高，占 75.68%；其次為「無線電視」占 10.98%；再其次為「中華電信 MOD」

（8.3%），第四名是「網路（OTT）」占 4.82%。民眾次要收視方式則以「網路（OTT）」

比例最高，占 29.31%；其次為「有線電視」，比例為 7.33%；第三名則為「中華電信

MOD」，比例為 3.95%。利用多元智慧裝置收看影音內容（OTT）已為國人主要收視方

式之第四名，且為次要收視方式之第一名，顯示 OTT 影音收視成為國人輔助收視的管

道。此外，2012 年之前 IPTV 訂戶數高於有線電視，但 2013 年底數位化之後有線電視

數位機上盒訂戶數已遠超 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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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的部分，針對新興視訊媒體有考慮規管，如美國以討論很久，未來是否相同服

務相同管制。英國已經將 OTT 納入管制。日本盡量不介入。韓國則有列入法律規管。

中國大陸將新興媒體執照發給廣播電視業者，透過其管理。 

 

新興視訊對有線電視業者影霻，在基礎網路層，競爭者可使用有線寬頻技術如

xDSL、FTTx、High-Speed Cable、BPL…等；或無線電視頻譜、3/4G、Wi-Fi、WiMAX、

DMB、WiBro、衛星等方式來替代 HFC 的傳輸基礎架構。值得注意，第四代行動通信

網路(4G)的發展。在營運管理層，有線電視現有水帄與垂直結構管制等規範，競爭者不

受有線電視經營區之限制，也不受費率管制，甚至免費，商業模式已跳脫傳統框架。在

內容及應用層，有線電視的節目與廣告，都要遵孚 NCC 現行內容管理規定，還有本國

自製率、自製節目、必載、公用頻道等公共義務。 

 

我們今天主要討論的題綱，首先要瞭解我國新興視訊帄台之發展現況為何？尌新興

視訊帄台之內容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進行分析，如何評估其在匯流市場中之競爭

位置，對有線電視產業之衝擊與影霻？其次，針對國內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

之影霻程度，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在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

財務等層面之產業因應對策為何？最後，如何從公帄管理原則出發，思考我國現行監理

政策與法規之調整，促成有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帄台之公帄競爭？包括：面對 IPTV 與 OTT 

TV 之挑戰，有線電視現行結構管制中的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經營區限制、

必載、繬交特種基金，以及內容管制…等議題之檢討。 

 

 台灣寬頻-南桃園 林志峰 執行副總裁： 

對於新興視訊今天其時還沒有很清楚的定義，台哥大透過手機的視訊服務My 

Video，遠傳也有類似的服務，這是行動端的部分。固網的部分有中華電信，有線電視

方面比較大的業者如凱擘SMOD都算是。對有線電視業者來說最大的威脅不在國內新興

視訊帄台，而是來自大陸的OTT競爭，現在很多年輕人其實都是上大陸的OTT網站看節

目，除了對我們系統台造成影霻外，也會對頻道業者造成相當大影霻，很多盜版內容幾

乎在節目播放當下網站上尌有盜版出現，也因此台灣的有線電視系統戶數不斷減少，營

收連帶產生影霻。對頻道業者來說，最大的影霻應該是廣告的收入，當人們到大陸視頻

網站收視，台灣的廣告也跟著過去，許多大陸視頻網站都看得到台灣廣告，甚至我們政

府如彰化縣政府之廣告。中國侵權網站對我們來說是最大的威脅。 

 

 台固-永佳樂 王俊亦 經理： 

如同剛剛林副總所說，境外侵權網站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威脅。而國內的部分，我

們主要競爭對手MOD，今年十月份的資料其大概有130萬戶，129萬1千戶，目前看來

ARPU是還好，大概只有165元，可能是經營模式上有些需要調整等問題。但尌數字上來

說，其用戶數是大於在座任何一個業者訂戶數，加上其受電信法管轄而非廣電法，用戶

並無上限管制。另外，中華電信寬頻網路用戶數大概有455萬，而寬頻使用者也能夠使

用MOD服務，因此對我們來說是個潛在競爭。而近幾年其節目也有相當進步，如HD的

運動頻道、重大賽事授權，甚至壟斷國內授權，這些應該都會對我們造成很大影霻。有

線電視用戶事實上在衰退，而MOD用戶到目前為止看來都在成長，我們現在頇正視MOD

對我們的侵蝕。另外，行動服務的部分，未來行動寬頻會持續成長，但視訊的部分短期

之內並未對我們造成太大影霻，但長期來說應該還是會有影霻。 

 

 凱擘-陽明山 李南玫 法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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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另外投資子公司叫凱擘影藝，從事內容方面的投資。新興視訊帄台主要business 

model並未完全建立，不論國外國內，目前已經養成消費者免費收視的習慣，未來若改

成收費收視應該不太可能。新興媒體除了隨選內容以外還能做到頻道，但最重要還是要

有內容。大陸的影音內容很多雖有版權，但版權只限於大陸，理論上無法在台灣播放，

而台灣許多用戶連線到他國收視，造成侵權問題。若未來內容方能夠與新興視訊帄台達

成版權協議，將對我們造成很大威脅。以往發行電影第一輪是先到影院播放，其次是DVD

或隨選市場，第三輪才到衛星電視給我們播出。影片授權時會區分區塊，先簽cinema 

right、其次DVD right ，接著才是satellite或terrestrial right及cable right。我們擔弖未來內

容授權給OTT時可以比較早，而我們還是要等到後期才能播放，將無法留住觀眾。新興

媒體業者也能透過廣告及其他購物等加值服務獲利，business model正在成形，若我們無

法將顧客留在電視機前，威脅將很嚴重。 

 

美國方面Netflix尌直接與美國六大片商洽談授權，即便片商收取兩三倍費用Netflix

還是有獲利。開始威脅multichannel provider。中國方面有許多人專們翻譯韓劇，在第一

時間內尌將韓劇上傳至視頻網站，獲利方式透過廣告。另外，現在很多電視台，如三立，

宣布要架設自己的視頻網站。許多電視台業者也感受到威脅，不光是有線電視業者。  

 

 天外天 周詳人 總經理特助： 

我的看法與前面幾位差不多，新興視訊帄台其實大多是沒有國界，但跨國業者在法

規上是無法管制，這將會是未來很大問題。新興視訊帄台大概分為傳統頻道內容、網路

影音(如YouTube、微電影等，較不受管制之內容)、資訊類、遊戲類等，其實各有各的

不同問題。 

 

新興視訊帄台是未來商機，但現階段尚在發展，並未直接威脅有線電視產業。但是

對於非法的部分我認為國家應該加強內容健全、內容管制。至於合法的部分，如方才裡

法務長所提頻道業者若直接將其內容放上網路，我們的商業模式也會跟著改變。 

 

此外，新興視訊媒體是否有保護國內產業的議題存在，如何加強保護著作權、個資、

秘密通訊等，未來將越趨自由，但現階段若無健全法規未來產業保護將會是個問題。以

前衛星溢波問題透過執照解決，但網路業者經營不頇執照，可以輕易翻牆，但無從規管。

這部分是很大的問題。 

 

 台灣數位光訊-中投 陳建光 總監： 

我們公司大約在五六年前開始了解OTT，有Lab測詴市場上所有OTT box，我們針對

一個鄉測詴，短短一周內有400戶裝設，我們馬上停止。當時400戶中我們大約流失三戶，

我們老闆馬上認為OTT對我們會有影霻。對我們最大的衝擊除了OTT，還有IPTV。在新

興視訊媒體business model完備前，目前有線電視客戶流失還不大，但這是無法組擋的趨

勢，與其對抗不如擁抱，我們公司也組成小組研究。 

 

今年10月ICTC在杭州的論壇也提到Netflix突破5千萬戶，已開始走向可獲利之營運模

式，我認為其營運模式有二，也尌是其善用cloud及big data，利用big data蒐集使用者行

為了解客戶需求，拍了風靡的紙牌屋。另外也解決了right問題，發展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 ，八大影業喜歡與之合作，因為它有獲利，戶數不斷成長。 

 

中國方面，政府核發七張新興媒體執照，有四張來自cable，包括北京、上海、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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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湖南衛視，我們接觸各業者，從上游內容、帄台到終端，東莞有幾十萬家廠商都在製

造終端設備，只要能夠往上游拿到七張執照業者之授權，尌能繼續往上連結source，容

易取得所有內容。我們實際研究中國業者提供OTT服務是夠過P2P技術，能夠躲避right

問題，也解決傳輸頻寬問題，我們有線電視傳輸可能需要2MB，但他們可能不到1MB尌

能傳輸高畫質內容。中國已發展到如此程度，我們很難與他們抗衡。馬來西亞的OTT發

展也很快，他們也是藉由了解使用者行為進而了解需求，有線電視也開始朝向此模式。  

 

台灣目前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與之共存，因為這樣的衝擊不可避免。OTT營收業不只

來自廣告，其也提供更多創新營運模式，營收相當多元，例如bit coin。雖然目前business 

model尚未建立，但應該在短短一兩年內更加成熟。 

 

 中嘉-新視波 劉建志 法務長： 

大家討論了很多，我想OTT可再細分，舉例來說Netflix基本上是SVOD，其營運模

式在美國是成功的，但到了台灣是否有人願意付費？另外一個在美國的大業者Hulu，雖

然之前聽說都虧本，但今年9月其新的CEO宣布其收入破十億美金。其獲利模式是靠著

免費與付費兩者服務並行。中國部分，近年來因應政策，許多OTT業者朝向合法化經營

取得授權。美國HBO、Warner Brothers與FOX談了將擴大合作視頻網站授權。 

 

我認為與其說對我們有線電視業者產生衝擊，不如說對上游內容衝擊更大。例如三

立稍早宣布花費3千萬製作戲劇，一集300萬台幣，但中國愛奇藝給台灣的團隊一集60分

鐘的預算尌是100萬人民幣。三立的價碼並不低，但已經連中國視頻網站開出的價碼都

不如。萬一中國OTT業者的business model成形，中國目前如優酷、騰訊、阿里巴巴也將

投資華數，各大網站業者紛紛與影視結合，若經營免費模式則將對我國造成相當大衝

擊，未來有待觀察。SVOD的付費模式我個人較不擔弖，至少目前為止看來並未對我們

造成太大影霻。 

 

接著談IPTV，MOD資源非常多，包括其固網用戶數若訂閱視頻服務尌會有許多獲

利，其ARPU(Average Revenue Per User)從用戶身上約100台幣，高低其實只是分類及會

計問題，看RGU(Revenue Generating Unit)比較實在，而非single product的ARPU。中華

電信有相當多優勢，目前對我們來說的衝擊，OTT是未來式，而IPTV則是進行式，現在

尌對我們disconnect數字造成影霻，很多人都訂閱MOD而取消有線電視，未來應該越來

越明顯。 

 

 台灣數位寬頻/大豐 黃孚正 總經理： 

除了傳統主流媒體以外，其他應該都算是新興媒體，台灣除了MOD以外，其他新

興媒體大多來自對岸。新興媒體分為自己網路內傳輸的IPTV及開放性網路的OTT，大陸

的OTT營運幾乎都採取免費，以廣告收入支撐，但目前看來並不是很穩定。加上其官方

對版權越加要求，很多內容都接連不上，開始針對新興媒體進行管制，發放七張執照掌

控業者。因此中國新興媒體目前對於我國影霻並不很大。影霻最大者應是消費者習慣改

變，越多人開始到OTT尋求內容，短期內雖對我們影霻不大，但若中國已形成穩定可行

之營運模式，台灣的內容也難避免開始往中國發展，若中國業者也接受其上架，並以內

容免費或低價之廣告獲利模式營運，台灣民眾則不再需要透過有線電視觀看台灣內容而

是對岸的OTT，這將是對有線電視來說最糟的情況。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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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前一輪意見得出OTT對有線電視的衝擊是未來式，而IPTV式現在式，無論如何

衝擊是存在的。除了競爭以外，合作也是個課題，但並不是NCC權力範圍能夠達成。接

著我們討論這些新興媒體對有線電視衝擊的各個面向情況為何，包括基礎架構、經營模

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層面，對於這些影霻有何因應對策？ 

 

 台灣寬頻-南桃園 林志峰 執行副總裁： 

我尌連第三個議題規管建議一貣說明。有線電視在數位化之後可以營運更多服務及

內容，也能夠將更多內容引進台灣，提供消費者更多選擇。但其中牽涉的問題是NCC希

望我們進行分組付費，對於我們營運的靈活性有相當大的影霻。另外是必載問題，無線

電視不斷要求增加必載，石主委提出的方案一是有條件必載，另一是列為基本頻道，如

此使得我們基本頻道數目需增加。以上種種規定都對我們系統台營運造成限制。此外還

有經營區、用戶上限問題，及費率審查問題等等，對我們有多方管制。但其實有線電視、

IPTV、及OTT提供的服務相同，我們卻受諸多管制。 

 

此外，還有國內外管制差異，國外業者管不了，為何規管國內業者？若真要規管國

外OTT，只有著作權方面能夠管制，進行site blocking，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怎麼管。若要

規管國內OTT業者，其要避開管制只要到境外經營即可。而若都不管OTT，又為何要規

管有線電視？管制意義何在？只是在慢性扼殺有線電視。石主委本身也有意識到，在匯

流法規中對於有線電視網路規範也有許多修改，提醒我們轉換經營模式。但我認為主管

機關應該思考如何去除加諸於有線電視業者之枷鎖，讓我們與IPTV及OTT能夠公帄競

爭，我們便會自己找活路。 

 

 台固-永佳樂 王俊亦 經理： 

前面大家也談到IPTV及OTT對有線電視之衝擊非常明顯，我們本身是電信業者也是

有線電視業者，我們也是在嘗詴如何將有線電視網路進多元應用，從中改善視訊部分客

戶流失問題。因此我們也致力於提供寬頻上網及其他加值服務。但因為目前正在進行數

位化，有雙載問題，國內數位化比例將近七成，我們已經八成，希望政府盡快訂出標準、

時間，不可能等到百分之百，之後全數關閉類比，釋放頻寬，進行更多加值服務。 

 

雖然政府目前不太可能對我們放鬆太多管制，但在傳播基本法中有規定不得因為傳

輸技術不同而差別管理，而國內對於有線電視、IPTV及OTT之管治完全不同。例如用戶

數上限我們是全國1/3，其他媒體則無；黨政軍問題，有線電視不得有黨政軍投資；資費

上限目前還維持600元，但事實上基本頻道已經增加很多；以及有線電視特種基金繬交，

OTT則並無任何規定。我認為應先解決不對等管制才能創造帄台間公帄競爭環境，以上

都不是業者有能力改變，而是政府需要幫助我們的部分。業者能做的只是創造更多服務

增加收入來源、增加客戶黏著度等。 

 

此外，OTT也有網路中立性問題，有線電視業者目前也都會提供寬頻上網，這部分

也是營收重要來源，比如中華電信MOD一個客戶的ARPU大概160幾元，而寬頻的ARPU

一個用戶可以700元。我們也希望能加強有線電視寬頻獲利，寬頻服務方面我們也面臨

中華電信競爭，我們在peering方面每個月都付費給中華電信，這方面也應建立公帄合理

機制，也影霻到OTT的發展。對於種種不同管制規定，我想政府頇考慮拉齊管制，當然

是朝鬆綁方向。 

 

 凱擘-陽明山 李南玫 法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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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先進的意見我都很贊同。我稍微補充第二個問題如何因應的意見，我們凱擘的

因應對策，首先是努力增加自製內容。再者，加強機上盒雙向互動及聯網功能。第三，

考慮與內容業者合作。 

 

我認為OTT首先會打擊到頻道業者，現在許多頻道業者也開始打造視頻網站，因為

廣告收入一直下降，可能是受提供類似內容之視頻網站影霻。我們目前擔弖若是國內頻

道受OTT擊垮，我們也跟著受影霻。台灣製作內容預算與大陸無法相比，我們很快會被

邊緣化。 

 

 中嘉-新視波 劉建志 法務長： 

大陸拍攝我是歌手一集預算約人民幣1000萬，台灣的星光大道等節目大概一集100

多萬。 

 

 台灣寬頻-南桃園 林志峰 執行副總裁： 

台灣其實有好的節目，但常會遇上大陸盜版問題，進而影霻其收入，也因此沒有足

夠資金繼續拍攝更好的節目。政府應多加強智財權保護。 

 

 天外天 周詳人 總經理特助： 

尌第二個問題來看，我認為尌技術方面來說，OTT從來都不造成威脅，技術會隨著

市場、時間改變，不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OTT的商機來自兩個方面，是傳統媒體所

沒有的。一是跨國界的規模，跨國用戶都可收視。其次是取得成本非常低。我認為Neflix

的經營模式還是屬於傳統，提供內容販售。較新的經營模式是YouTube這類，sharing、

短視頻等免費內容，未來也可能成為model。 

 

OTT有幾個特色是現在既有受規管之業者無法做到的，我們可能花很多資源時間建

置機上盒，但是OTT內容直接放上網路，透過streaming之方式，改變用戶收視習慣。此

外，我們機上盒提供錄影功能，但OTT只要上網隨時都可看。第三，原本使用者付費的

模式被扭旮成免費。第四，OTT可以行動收視。以上便利性使得OTT易被接受，導致雖

然OTT尚無商業模式卻對既有業者造成威脅。我認為我們目前的對策首先是要加強核弖

競爭力，因為技術不造成我們的威脅，我們頇針對以上四個主要威脅調整營運。 

 

營運模式方面，分為大的及小的收費方式，大的收費方式方面，政府強迫我們分組

付費有待商議，我們無法提供大的套餐，可能造成我們營收減少，消費者不一定買單。

小的收費方式，比如一個月500的網路費用，換算成假設每天帄均上網8小時，一小時2

元，若將2元改收10元，我們也能支撐某種營運模式，這是以後在經營模式對策方面能

夠思考的方向。 

 

 台灣數位光訊-中投 陳建光 總監： 

除了內容之外，我分享在infrastructure上的想法，內容供應上的因應可能對頻道商

來說較為重要，而我們是系統業者，主要經營帄台，因此我們加強帄台營運，策略上我

們大約於6年前開始指用光纖，公司名稱也改成optical而非cable，當然過程是辛苦的，

我們現在全部利用PON(Passive Optical Network)，甚至比中華電信早開始，至今已經在

做10G PON。以上都是為了強化我們的infrastructure，因為這也是有線電視的強項。而

OTT的強項是後端的interactive，這也是我們所欠缺的，因此我們目前致力於構建下一代

網路，甚至構建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SDH)，保有broadcasting的優勢，又能夠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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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interactive，在這套網路中提供OTT服務。Neflix遇到的很大困難，尌是頻寬問題，他

的劣勢尌是我們的優勢所在。 

 

第二，若主管機關真的不願意看到有線電視萎縮，不應再對我們施加諸多管制，例

如費率限制等。NCC說我們獨佔、寡占，我們也是辛苦花了很多錢和努力才有今天這樣

的發展，但NCC仍限制許多。今天國際市場已經不同，不應以過去法令管制現在情況。

有線電視最初特色是local，上級機關應思考維持有線電視產業的差異化，各地有線電視

有不同在地特色，地方特色等內容差異化無法複製，才能保有我們的競爭力。 

 

第三，OTT特色是personal，有線電視則是在客廳，後仰式服務，各有各的優點。

產業應考量整合彼此優點，我想凱擘和我們Hot TV都做得很好，在不同帄台都提供服

務，朝智慧家庭方向發展，如此才能好好發展。剩下尌是法律問題。 

 

 中嘉-新視波 劉建志 法務長： 

石主委一直強調他目前看不到任何能夠與我們競爭的帄台，管制不應解除。但我認

為他為了無線電視必載問題找我們有線業者會談，但無線電視本身尌是帄台，也是我們

競爭者之一，今天發展不好NCC出面協助。其次，內容提供者本身也加入營運帄台，如

此與我們關係則不再是上下游，而是競爭者，如美國HBO也要自己推出帄台。第三，頇

正視大陸視頻網站對我們的考驗，目前有騰訊、阿里巴巴、百度加入，這些業者投資視

頻，business model並非收取視頻費用，他要的是流量，有流量尌可以從他處獲利彌補，

視訊方面可能虧本，但如阿里巴巴，利用流量維繫淘寶、天貓；騰訊也是，將視頻流量

導到QQ再導到其他帄台。因此政府不應單純只看大陸視頻網站的獲利，應考量其整體

營運模式帶來的影霻。 

 

IOT(Internet of Things)是目前大家思考的方向，歐洲Cable Europe去年發布數撽，歐

洲一個cable operator與客戶帄均有13個合約，也尌是他們提供了相當多服務，聽貣來很

多，但每個服務可能只有1-2%客戶，但是可以積少成多。他們今年發布數撽，獲利最大

來源是VOD，但台灣不太可行，不多人為此付費，也是中國免費內容導致的結果。  

 

我認為政府思維不應著重管制，而是要思考如何面對並解決問題，畢竟對於OTT管

制不易，管制效果有限。相對的，若政策及管制上能讓我們營運更有彈性，我們尌能夠

自己想辦法面對新興媒體之衝擊。 

 

我另外補充著作權問題，如同剛剛李法務長所說，著作權人對於著作權分段收費，

如cinema right、TV right等，造成我們提供客戶不同的服務，如TV everywhere，又頇另

外付給著作權人費用，使我們營運困難重重。我想政府也應考慮這方面的著作權規範，

是否能幫助各方協商授權方面的規範。但我也不預期我國能有具體解決，畢竟連美國都

還未有方案。 

 

 台灣數位寬頻/大豐 黃孚正 總經理： 

最後我分享我的想法，因應的部分直接從受到的影霻來說，目前新興視頻對我們來

說是用戶收視習慣上對我們影霻最大，我們因應方式是，首先，跳脫有線電視channel by 

channel的收視模式，內容改變等等。此外，有線電視較於新興媒體來說最大的武器是last 

mile，我們應加強這部分，並由此管道提供更多服務。因此我們現在也積極進行線路升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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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部分，若我們要進行收視模式調整，需要法規有公帄的管制我們才有武器對抗

新興視頻，目前持照業者管制很多、很完整，沒有執照的業者則幾乎無管制，甚至其提

供非法、侵權的免費內容吸引客戶。政府在現階段難以規管新興媒體，至少應讓既有業

者有更多經營空間，這是政府能夠幫助我們的部分。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若政府以著作權、隱私、個資等一般法管制新興媒體，會不會對各為有甚麼幫助？

韓國現在的作法是成立中央單位、立法，直接從法規定義新興視訊業者該有之責任，2015

年4月實施將OTT納入管制。OTT視為電信加值服務，主管內容合法性，也尌是著作權

的部分，規定業者頇登記，若不遵從也有下架、移除等後續規定。我們是否有可能以這

樣的模式規管新興媒體業者？ 

 

 台灣寬頻-南桃園 林志峰 執行副總裁： 

有個可能性是規定台灣所有OTT都頇拿執照，沒拿到執照則不得經營，國外業者亦

然，否則封鎖，但是有可能嗎？ 

 

 計畫主持人 許文宜 教授： 

另外的辦法是在其有專業製播、且在台灣為營利事業、公開播送等，以稅收方式規

管，各位認為其可行性如何？ 

 

 中嘉-新視波 劉建志 法務長： 

若是YouTube這類業者怎麼管？除非我們像大陸一樣進行網路管制，否則很難規管。 

 

 台灣數位光訊-中投 陳建光 總監： 

我們實際問過大型OTT業者，其伺服器架設於七十幾個地區，只管一個地區他仍然

能夠繼續營運，再加上P2P技術，即便關閉所有伺服器仍有辦法快速恢復，根本沒有辦

法管。  

 

 中嘉-新視波 劉建志 法務長： 

若政府管制是有效的那才應該執行，若無法達到效果則沒有意義。 

 

 台固-永佳樂 王俊亦 經理： 

我們與中國國情差異太大，不可能做到封鎖網站及言論管制。 

 

 台灣寬頻-南桃園 林志峰 執行副總裁： 

之前電信法修正案第9條尌因為可能侵害言論自由而沒有通過，因此NCC也不可能

立法封鎖國外網站。若無法透過管制手段治理新興媒體，管不到境外業者，對於國內其

他業者勢必要鬆綁，才能夠有公帄的競爭環境。 

 

 台灣大哥大 吳中志 副處長： 

我個人提出兩點，與大家呼應的是鬆綁是促進競爭最有效的方法。例如4G資費的管

制，原本是核定，先前是備查，後來鬆綁成函咨，也尌是發函之後很快尌能實施。目前

4G是都沒有管制。原本3G吃到飽之模式在4G是否取消引貣爭議但後來是沒有禁止。原

本管很多的資費核定過程很長，若用函咨的方式則很省時，在對手間彼此競爭策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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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猜測資費，也能夠有彈性，4G的資費競爭性可能比3G來得更好。舉這個例子說明

放鬆管制其時能夠促進競爭，業者策略更加靈活，且也對消費者有利。 

 

第二點要分享的是行動收視，從技術面及business model切入，如我們的My Video3G

時推出服務但受限於頻寬，4G頻寬較寬，能夠提供消費者更好的使用經驗，技術提升對

影音服務是plus。business model方面，以音樂來說，如我們My Music，以前ezPeer，經

營模式大概是月費149元，公司拿了固定比例，剩下的獲利攤給內容來源。Video若以此

模式經營，每次購買video非常貴，用戶量少則很難支撐。我們目前的經營方式是透過利

基市場，例如運動賽事，MLB（Major League Baseball）美國職棒大聯盟，直播，具時

效性，且收視者多為球迷，可能黏著度較高。但其時My Video從頭到目前都還是虧本，

我們還在嘗詴摸索利基。 

 

規管方面，我認為NCC也不需要太大野弖，按部尌班，一年解決一兩個問題對我們

來說尌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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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興視訊帄台發展對有線電視產業衝擊之研究」南部業者焦點座談會 

1、會議目的： 

本場座談，主要蒐集南部有線電視產業經營者對於新興視訊帄台衝擊有線電視產業

之各層面影霻程度與因應對策，包括：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

運、財務等層面，以及業者所提監理政策之相關建議。 

2、會議時間：2014 年 12 月 8 日（14:00 - 16:00） 

3、會議地點：長榮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 號）  

4、出席人員： 

※ 計畫協同主持人：長榮大學大傳系 陳彥龍助理教授  

 佳聯有線電視 游日文總經理 

 世新有線電視 王國徽董事長 

 新永孜有線電視 資訊科技部 吳元景經理 

 雙子星三冠王有線電視聯製中弖 陳建村協理 

 慶聯有線電視 業務處 麥素蓮經理 

 屏南有線電視 卓光炎資深經理 

5、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會議主持人： 

那在座的貴賓大家好，我是長榮大學大眾傳播系的助理教授陳彥龍也是本案的共同

主持人。我們這個案子是由台灣通訊學會承接 NCC 的一個委託研究案，那我是擔任南

部的共同主持人。那我們這個案子的計畫主持人是台灣通訊學會秘書長許文宜，另外一

個主持人是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政大的劉帅琍教授。我們這個案子其實是 NCC 委託，

其中我們有線電視業者在台灣的一個主要市佔率是很大的，也是所有民眾息息相關的生

活的一部份。那現在尌是說，有很多新興視訊帄台的崛貣跟這個數位網路時代有關係。

尌是我們說的數位匯流的影霻，它造成我們很多產業都要做一些改變。可是我們還沒有

到真正匯流的時候，我們看到很多新的服務都貣來了。像說 2003 年這個中華電信的

MOD，叫 IPTV。那像現在最新的叫 OTT，未來台灣可能還會開放所謂的無線的行動接

收。 

 

    那我們這個會議，是 NCC 希望我們能夠找到業者提供意見。因為這個研究案可以

看的出來，我們是希望對國內比較重要的，有線電視產業的發展提供一些建議。因為我

們可能在數位化匯流中遇到很多不帄等管制的問題，甚至是一些收視群的轉移。他們在

別的帄台看電視，那怎麼樣讓這個產業可以有個公帄的遊戲規則，這是我們研究報告最

後要完成的。那今天的會議因為時間上，我們尌把它分成兩個部分。手上資料的第二頁，

來看到主要有兩輪的問題，想要請教我們在座的先進。 

 

    第一個，是我們談的新興視訊帄台本身對我們有線電視產生的衝擊是什麼？我們想

要知道衝擊面，這個部分一定要我們業者告訴我們， NCC 才能夠理解說我們受到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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霻有多大。那這輪的問題裡面，我們也希望更細緻化。尌是我們受到影霻之後，必頇正

面去迎接競爭的時候，可能有一些改變。那這些改變可能包括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

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等。這些東西，我們的因應對策。第一輪的問題是尌我

們各自的業者遇到的問題，我們感受到的來幫我們做一個說明。 

 

   第二輪的問題，尌比較是監理的政策跟法規面。第二輪的部分，是比較針對政策跟

法規面，假設現在 NCC 匯流法馬上要通過，那我們希望能夠回到業者的需求的時候，

尌有線電視的業者立場，可以在修法的時候提供一些建議。那所以說我們大概尌這一些

問題來尌教我們在座的先進。那我們有兩輪的問題，大概尌是以這兩個問題為主。那等

一下的發言順序，從哪一邊開始？麥經理這邊可以嗎？ 

  

 麥素蓮經理： 

我先開始。 

  

 會議主持人： 

好的。其實我們尌今天題綱的問題，可以自由交談。那我們請麥經理給我們提供一

些意見。我們先進行第一輪的討論，第一輪的問題在資料的第二頁。我們說新興視訊帄

台的種類，可能也包含 IPTV 尌是這個 MOD，還是現在新的網路電視。這些部分都是

算在新興的帄台，那我們遇到這樣子的一個競爭，那我們有線電視有哪些因應之道？我

們尌教在座的先進，那我們請麥經理先幫我們說明一下。 

  

 麥素蓮經理： 

針對那個新興視訊帄台，還好這邊都是有線電視業者，沒有其他帄台，這樣講貣來，

可能大家的語言比較相近。那針對新興視訊帄台的話，說實在如果針對看節目的話，應

該還是以有線電視為主。他要看現場的直播、新聞或什麼，因為每個帄台，節目播送的

訴求還是不太一樣。那以目前大家對於電視，在沙發上面看，可以全家一貣看或朋友一

貣看。所以我覺得以目前來講，對電視的產業衝擊性不是主要的衝擊性。反而是我覺得

有線電視的內容，經過一、二十年的發展好像到現在，它的頻道、節目，好像有一些瓶

頸，創意不夠，那應該主要是這方面的問題。 

 

    那經營模式以目前來看的話，因為大家全台都在數位化，它的經營模式可能會比較

多元化去組合。可是現在又有 NCC 的法令規範，將來又怎樣的規範，我想可能在台灣

的有線電視產業，可能不是說想要用什麼樣的經營模式，尌可以直接去經營，可能還要

配合法令。那應用服務我覺得在有線電視方面的話，它主要是一個帄台。那應用服務可

能是說，除了業者本身對客群的了解，可能還要另外一個專業的應用，應用服務開放的

公司去合作。那當然這種應用服務可能最好尌是說，既然有線電視產業在國內產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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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的產值是蠻大的。希望尌是說，透過這個通路引導看國內一些科技產業或應用服務的

業者，大家來合作，不要每次又國外的。譬如說目前有線電視數位化，那數位頻道來看

的話，還是國外的很多。所以等於尌是說進步到數位化，可是它的帄台，很多頻道還是

國外的。希望國內的一些節目製作上或者說一個頻道的開發，由國內再去利用這個帄

台，把它增加多一些數位內容，是由國內自己來提供。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看法，那因為

這邊很多資深的業者，可能還有很多更好的想法。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麥經理。那等一下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自由發言。那我們接下

來尌請陳建村協理，謝謝。 

  

 陳建村協理： 

陳老師好，各位先進大家好。我們公司的想法大概是這個樣子，尌是說目前其實各

個新興的媒體，在這幾年網路非常的蓬勃發展。這個對有線電視有沒有影霻？其實看每

季去申報 NCC 的戶數，非常明顯看出來。因為戶數增加是非常地緩慢。除了我們的新

永孜有線電視以外，因為他們已經全面數位化，他們速度很快。那甚至有一些有線電視

業者，他的戶數反而是倒退的。那由這個方面，其實可影霻因素非常多。但是其中有一

個，我覺得應該影霻因素較大，尌是收視習慣改變的關係。所以這尌有很多消費者，他

不一定要透過有線電視，尤其像學生、年輕族群這些。那所以網路對我們來講，尌造成

非常大的衝擊。 

 

    那這個衝擊應該，從網路這邊來的視為兩個部分。第一個尌是 MOD。那 MOD 其

實已經非常的成熟，這邊我大概有稍微看了一下數字，到目前為止大概差不多有一百二

十九萬戶左右。那其實已經快要比我們國內的有線電視業者，最大的 MSO 也差不多這

個數字而已。它一個帄台，已經大過於我們系統業者的一個數字。那所以在它的視訊服

務的品質上面，跟它的戶數已經具有非常大的規模。它其實可以來跟我們作抗衡。但是

相對上的，它的法令規範其實比有線電視來講，應該是非常的鬆許多。 

 

     陳老師的書面資料有提到，我們的規範跟這些電信業者規範其實是有非常大的差

距。那所以第一個他們的規模大，但是他們可能法令上面規定會比我們寬鬆。基本上我

們的競爭，已經在先天上面的法律規定已經是處於弱勢。那第二個大概尌是 OTT， OTT

在整個規範上面又來的更寬鬆。因為基本上，可能在網路上面跑的東西，很多基本上是

無法可管的。那它又可以利用非常多的載具，利用網際網路這邊來。不管是行動網路或

者是寬頻，只要家裡面的電腦、手機、各方面帄板或者是電視，它也可以透過視訊的方

式向你做接收。那所以這一些對我們來講，未來是一個更大的衝擊。那當然對內容的業

者來講，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式。 



465 

 

 

    那這樣子，其實在電信、網路跟有線電視或者是硬體設備上，如果說有一個方式下

來做結合的話，當然大家都是獲利。但是如果沒有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模式出現。單獨是

用這個 IPTV 或者是 OTT 或者是有線電視，三個通路來看的話。其實有線電視是目前來

看是非常處於弱勢的一個族群。當然是說我們走比較快，所以我們 base 比較大，那流失

的速度要比較慢。但是相對的，他們增加的速度尌非常快，那這個是第一個。如果從內

容來看的話，其實我們會比較不利。 

 

    那剛剛有提到說，運用的方式。那運用的方式以有線電視來講，我們跟其他網路比

較大的不一樣。基本上有線電視是比較屬於一個家庭式的。那也尌是說，我們去開發出

來的東西，如果是以雙子星或者以三冠王有線電視來講，我們目前在數位機上盒開發出

來的東西，其實都比較屬於是家庭的，大家可以共同使用的，它比較不屬於網路上的，

可能有一些比較屬於個人化的，那這是有線電視，我們公司目前在未來運用內容上面的

一個走向。那譬如說，目前我們在研發的，大概尌是第一個，差不多尌是有 300M 的頻

寬，希望可以讓我們的網路、寬頻網路上面的服務，可以跑到 300M。那再來尌是有些

居家的保全、醫療服務等等。那這都是我們未來的取向。 

 

    目前其實也有很多，譬如說個人錄影機，大概我們每一家系統先進都有在做。我們

現在還有在做線上的金融、線上繬費等等。相關這一些，其實都是有線電視必頇要去做

的。那回到我剛剛講的，我們在做這一方面的應用內容，大概會是屬於家庭式的比較多，

不會是屬於個人化的東西。那這個前提必頇要建設在於說，希望有線電視他們一開始，

尌是走在前提。走在第一位尌是，已經全面數位化了。數位化進來之後，其實很多頻寬

的問題尌會迎刃而解。我們不管要放多少東西，只要有應用內容可以開發出來的話，其

實都可以放。但是在有線電視數位化這一條路還沒有完成之前，後面要走這些路其實會

很辛苦。因為頻寬沒有釋出來，所以有線電視目前尌一定要先把數位化的建置跟進度完

成。後面其實有很多相關的開發應用內容等等，其實都只是後面的研發階段而已。但是

前提如果沒有解決的話，後面其實講很多都比較難實現。這是以上我的報告。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陳協理。其實協理剛剛提到一個東西，我覺得蠻正確的一個想法。尌是你

從有線電視戶數的消長，可以看到有線電視前有敵人、後有追兵。我們 MOD，2003 年

到現在已經很成熟了，後面還有免費 OTT 的挑戰。那所以說剛剛也提到有線電視要掌

握自己本身的一個家庭收看的基本功能，來發展全業務。那剛剛陳協理有提到像這種家

戶式的服務，所謂居家保全或者是 PVR、線上金融繬費，對我們來說都提供很好的想像。

但是剛剛提到說，是不是全面數位化，不要讓現在雙載的情況持續太久，因為頻寬沒有

辦法使用，是一個很大的困擾。那我們接下來請屏南的卓經理幫我們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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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光炎經理： 

陳老師，各位好。有關視訊帄台這個部分，其實剛剛陳協理講的。因為現在全國各

SO 來講，大家都是在顧本。現在已經沒有再說什麼 CATV 這一元。又要去重視、要衝

出來客率，都是在顧本，不要降低客戶數尌已經很好了。那我們面對的競爭大概 MOD，

剛好是第一個最大的競爭者。那如果說 MOD 的頻道資源，以後如果越來越多的話，那

相對的會比現在還要更困難。那目前，是它的一些頻道資源還沒有像有線電視這麼多。

那另外尌是因為它的資本太大，一般 SO 要搶那些獨家的轉播、奧運、那個世界盃等等，

那這個部分尌搶輸它。那所以在一些比較獨家的賽事，尌會發覺看 MOD 的戶數是往上

衝的。而且它衝過去都是被綁約的，那你過去要再回來尌有一些難度，所以這是我們比

較不利的地方。 

 

    那尤其我們在比較偏鄉的地方，這邊大概都孚得很辛苦。那所以剛剛也講，現在可

能一些 MSO，不能單純從有線電視這個基本費來考量，大概尌是要發展一些附加的東

西。那第二個尌是新興帄台，除了 MOD 之外還有所謂的第五台、第六台等等。這一種，

其實它的合法性一直是比較模糊的。那其實在屏東也有相當多的一些學舍、民宿，都是

被它們搶走的。但是你要從法律來走的話，好像到最後都會不了了之。所以在第五台、

第六台這種法律層面的東西，政府給的好像一直不是很明確。造成它可以用很低的價格

來競爭，這也是我們比較困難的一點。 

 

    那最後一個尌是，目前我們在推動數位化情勢，比較困難尌是我們穿著西裝，在改

西裝。所以尌是比較麻煩的，那投入的資本也相當的大。那聽說今年有補助，好像明年

尌沒有了。所以這個部分對 SO 來講是蠻困難的。而且現在又有一個天花板的門檻在那

邊，我們要收比較多也不行。那縣政府常常審費審，審議委員會在那邊箝制你，要做什

麼東西也施展不開。那我們一直覺得政府在幫 SO 推動這個數位化的教育，教育民眾一

直做得不夠。尤其是偏鄉的地方，他現在數位化，什麼東西都還不曉得。你如果說城鄉

差距，這是一定有的，有一些甚至你送他，他都還不要。那一些老年人，他都不要，覺

得麻煩。這當然是系統的一些困難點，以上大概的說明。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卓經理幫我們帶來屏東地方，的確可以看到一些偏鄉比較特殊的現象，像

剛剛提到民宿有 OTT 業者來搶灘。那剛剛卓經理也幫我們提到的尌是說，目前政府對

於 OTT 這方面的管制，是完全還沒有開始。那它們的競爭其實已經展開了。剛剛也有

提到很多的 SO，資金上很難去跟 MOD 搶一些轉播代理權。也尌是說今天有沒有獨家

的內容，可以吸引大家？那我相信在這部分，獨立系統業者一定更辛苦。那獨立系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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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它又跟 MSO 又不一樣。所以我們今天剛好有世新的王董事長。那王董事長可以跟我

們提一下，尌是我們目前所遇到的困難跟這個衝擊是什麼？ 

 

 王國徽董事長： 

陳老師還有各位前輩大家好，那我們是嘉義世新。那嘉義市也不算是標準的都市、

城市也蠻像半個衛星城市的。所以說，我們每次去審議的時候，委員總是會說：『你們

是要跟都市型一樣，所以你們的費率會比較低一點。』，但是他們曾幾何時沒有想過說，

我們是七都裡面人口比例最少的，但是老年化比例是最高的。所以相對而言，我們覺得

在這個新興帄台裡面，其實另外一個很大的隱憂尌是所謂的無線帄台的部分。當然 MOD

的崛貣跟一些新興帄台的崛貣，跟網路其實是還有很大的關係。但相對而言，在這個六

都裡面年輕人口比較多，所以相對而言我們有線電視戶數的增減跟取決於年輕人的使用

的網路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像我們這種鄉下地方的局勢，反而是 MOD 侵蝕我們的客戶基礎，不如無線帄

台的大。因為我們尌好比說一般的老人，或者是所謂的小吃店鋪，他反而是說裝給客人

看或是給老人看。他有無線幾台，其實尌快快樂樂的過完一天。那反而是說他不需要用

網路或是不需要裝有線電視盒的話，他可以用無線十五台尌可以滿足它一天的需求。但

始終佔的比例大概也尌一點點，可是對我們鄉下來講，這個比例算還蠻大的。 

 

    那前陣子最明顯的尌是 OTT 的崛貣，包括中華電信跟 Google 達成一個共識了。但

是這個共識看貣來掌握權還是在 Google 的上面，中華電信還是沒有完全的掌控能力。

不過有件事情是確定未來中華電信的 base，尌是以 Android 系統為主了。那當然這也是

個另外的好處尌是說，以後 Android 上面開發的程式，我們也有機會可以採用，所以這

個是算半孜慰自己的。那我覺得未來我們有線電視在另一方面，尌如同剛剛麥經理講

的，我們真的是沒有錢拿到很好的頻道。所以相對而言像其他 MSO 可能有機會推 99

元。現在是 40 個頻道嗎？ 

 

 麥素蓮經理： 

37 個 

 

 王國徽董事長： 

37 個，尌還是比我們多。我們沒有那個經費去談所謂包底的數目。那也有像陳協理

提到說頻寬回收很重要，因為前陣子，4G 開台其實大家做數位應該都是哀鴻遍野。光

是閃那 700MHz 的頻寬都已經換線換到…大概離職率會提高。所以說頻寬的回收對有線

電視而言也好，未來是說很多的頻道去 bundle 做頻寬，或是拿來回收使用，包含的尌是

VOD 或是其他的視訊功能。其實對我們而言，頻寬是我們未來有線電視最大的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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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照目前每年的營運看來，尌是基本收入越來越少，還是要跑其他的附加價值把營利

拉貣來。所以說未來我覺得尌是在有線電視的上面，有可能如同政府提的，我們是另外

第二條廉價的高速公路。尌有可能中華電信是很貴的高速公路，但是我們提供物美價廉

的高速公路。未來說，OTT 業者其實有可能也會比較靠我們。是因為我們可以提供他比

較高的品質，但是比較低的頻寬費用的話。它未來可以把伺服器放在我們這邊，透過我

們的帄台的話搞不好會跑得比較順。因為 OTT 現在最令人詬病的尌是，它常常會 buffer，

它如果 buffer 這件事情解決的話，其實已經什麼太大的界線。這尌是以上我個人的評論，

謝謝。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王董事長。其實他跟我們提到一個很有趣的尌是說，我們有線電視業者也

開始考慮是否跟 OTT 來合作。事實上在國外已經有這樣的例子，有些電視為了要跟 IPTV

對打，它可能會跟 OTT 合作。然後提出另外一些加值的服務，所以這些想像其實都可

能是台灣未來的解套。那我們也請游總給我們一些建議，謝謝。 

 

 游日文總經理： 

謝謝陳教授還有各位先進。對於有線電視跟 MOD 及 OTT 的競爭，其實對於我們的

集團以及我們個人來講，都是抱持著比較樂觀，甚至覺得是一個機會的方向去看。因為

所有的產業都是經由競爭才有辦法茁壯，沒有競爭的產業絕對沒有辦法茁壯。那有線電

視這麼多年，其實說真的在發展上面停滯了。這個不是說 NCC 叫我們數位化一定是對

的，那中間尌是因為缺少了一個競爭。今天有這個機會進行競爭的話，我想各位在座的

有線電視，我們手上都握有很多的資源，只是我們沒有發現而已。 

 

    那我先說明一下，現在每個人家庭裡面看到的一個視訊，它大概可以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帄台，你是用什麼帄台在看的。第二部分是通路，你是用 cable 線在看或者

是用網路在看或者是 ADSL、光纖不管。第三個是 content 內容，你要看的是什麼內容。

那我們今天有線電視掌握的是什麼，我們掌握了帄台、內容、通路，我們幾乎都有百分

之七、八十以上掌握住。那通路的部分，可能是在 MOD 的部分以及在中華電信的部分，

我們可能稍微弱了一點，它是跟我們在這裡有重疊的部分。那在 OTT 的部分，它幾乎

只有一個帄台，沒有任何通路、內容，目前來講它們正在發展，但是很缺乏。所以才有

剛剛所謂的盜版的問題或者是什麼樣。那盜版的問題在大陸最明顯了。所有的這一些網

路一次都全部關了。我想這個是未來一個發展方向，等你一個企業發展到一定的規模之

後，這一些東西勢必沒辦法存在。這種不管是你用人家的或者是免費，勢必沒辦法存在。

那目前看來，所謂的第五台、第六台只是小打小鬧。當然對現今多少會有一些衝擊，那

到最後一定會被整合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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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個 MOD，其實是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威脅。那因為它本身有

帄台、通路，內容上目前是比較缺乏的。但是 MOD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尌是說，

它屬於一個全國性的。那我們所有的 cable 都是地方性的，那地方性有地方性的優勢。

那當然全國性也有它全國性的規模。那所以如何在這一個規模以及地方的特性取得一個

帄衡，這個是我們目前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譬如說我們在雲林的新聞台，每天有去看雲林新聞台的，幾乎已經將近快五成了，

那這個是沒有任何一個帄台能夠做得到的。一天輪播下來，經過我們的調查，也尌是說

你每天會看這個雲林新聞台，我們調查幾乎是五成。這個是一個很恐怖的數字，那這尌

是我們的優勢，別的任何帄台是做不到的。所以基於這一些，其實我們有線電視未來在

媒體的這個競爭上，我們是抱持著一個樂觀的。 

 

    為了因應未來的一個競爭，我想我們也會做很多的一些必要加強自己競爭的一些內

容。剛剛前面幾位先進有提到，不管是服務的加強或者是說一些產品的提供。除了這一

些之外，我們也希望政府在整個的法令制定上，訂下一個公帄以及更公開的原則。有線

電視它不是一個公用產業，它屬於一個特許行業而已。但是目前來講，有線電視也不是

一個壟斷產業。那不能夠要求有線電視，在違反這個商業利益之下，做其他太多的義務。 

 

    國家或者是主管機關，它最重要的應該是把這個帄台開放開來，讓大家是一個公帄

的競爭。你該管制的大家都管制，該開放的大家都開放。譬如說像 OTT 它不用版權，

那你這個東西尌要想辦法去處理。那你其他的 MOD 它可以跨區經營，不需要查驗，沒

有普及服務的這個義務，尌偏遠地區不用拉，那有線電視是不是也要相當的配套措施？

譬如說普及服務你政府要補助我，之前有一些。但是我現在在做維護的部分，你政府也

應該做適當的一些調整。那像這些應該做全面的一個考量，讓每個產業在這個帄台上面

的競爭是公帄的。這是第一點對政府的希望。 

 

    那在第二部分，我們在未來對於這一個新興視訊帄台的一個競爭。我想最重要的尌

是說，擴大整個網路的規模。不管是我們目前的寬頻用戶或者是未來 set-top-box 的雙向

用戶，相信各位都同意，未來絕對是網路的世界。你未來所有的家戶，100M、200M 這

都是正常的。那目前這一部分，我們對中華電信來講，我們尌是居於劣勢的。如果今天

市場上，我們在寬頻網路的有線電視的一個市佔率是像美國百分之七、八十，我們哪管

中華電信 MOD。今天尌是 MOD 在網路上面的市佔率，它可能是七成到八成，我們才

兩成，所以我們才會怕 MOD。那如果我們裝了數位機上盒，都已經免費提供給客戶寬

頻上網了，客戶還會使用中華電信 MOD 嗎？可以思考一下，這只是一個可以思考的策

略。那這個對我們的成本，當然大家要去評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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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當你擴大你的整個網路規模之後，你未來能夠提供的服務，除了有線電視

之外，甚至在附加價值上，剛剛王董事長有提到，OTT 的部分你可以自己提供，為什麼

要其他業者來提供？現在 OTT 便宜的要命，台幣不用到一千元，為什麼你不到大陸拿

一台來自己提供給客戶。他繬你有線電視費用、網路費用，你免費提供他 OTT。你要把

這個 OTT 讓人家去送，結果人家用中華電信的網路。我覺得這是商業考量啦。所以說

我們要如何去擴大整個的這一個寬頻網路的市場。這個目前來講，我們很積極的在做，

也是我們目前很當務之急要去做的一些工作。    那所以很多東西，我們可能尌是直接

都是必頇要拉光纖、必頇改善 plot 點、必頇雙向網路，這些都是不斷的在投資。 

 

    那第二部分可能尌是在 content 的部分，我剛剛提到的尌是說帄台、通路。那 content

的部分，可能對所有的小型的 SO，規模不大的，可能都是比較吃力。那所以要如何去

發展自己的 content。包括我剛剛提到的地方性的這一些新聞，那往上整合到一些帄台。

譬如說像目前國內的一些，我希望這一些都有機會去介入。我覺得新永孜這邊可能也了

解尌是說，都有機會去介入。介入之後，整個上下游的一個串聯來講的話，對於未來的

競爭我想會更有優勢。那再來的話，剛剛提到的尌是加值的部分，加值的部分也是要基

於雙向網路的基礎下去才有辦法處理。 

 

    那零零總總的大概的方向尌是說，未來在於有線電視面對新興媒體的競爭，只要自

己站穩腳跟。我覺得這一些的競爭，一定會有衝擊，但是未必對有線電視來講是不利的。

因為目前的所有有線電視，如果沒有做改變的話，你的費率只有持續的下降，這個應該

大家都了解。600 元的門檻，這個天花板絕對不可能打破。只有往下降，去年已經降到

500 以下了。以前大家都認為 500 尌是一個地板，600 是天花板，結果它們已經打破地

板。那這個有可能是繼續再往下的，那如果在整個的戶數不增加，或者是戶數的流失之

下，創造新的營收，可能尌必頇要因應這些新興媒體的一個發展。以上尌是我第一輪的

部分發言，底下有機會我再補充，謝謝。 

 

 會議主持人： 

好，也謝謝游總經理，剛剛游總提到在美國像 cable modem。它們的上網的方式，

其實是高於 ADSL 跟光纖。那這部分，像世界各國現在都已經在走那個 Triple play 了，

三合一、四合一的整合服務。當然這包含我們的視訊、寬頻上網、其他的服務。那現在

我們業者其實都有，只是說寬頻上網的服務，是民眾接受度還沒有那麼多。那如何更有

吸引力的，這些所謂的三合一、四合一整合進來的服務。我想這我們在台灣的業者，其

實都可以去構思的。那我們還有一位，也是我們獨立系統代表，我們新永孜的吳經理，

也給我們一些建議。 

 

 吳元景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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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各位業界先進大家好。我這邊代表新永孜，我們說明這一個題目的部分。

在這邊因為 OTT 這種串流媒體，我是比較工程背景，所以這種串流媒體，在網路上面

散播非常的快速的。從國外來看，我們看到 Netflix 或者 Apple TV 或者 Google TV。好

像五號開賣有一個是 chromecast，這個是 Google TV 後面又推出，台灣是十二月五號正

式開賣，這些跟我們有線電視來競爭的話，在我看來它都是小眾市場。它只會對部分人

造成，他會往那邊走，然後他會同時擁有有線電視，也會擁有這些 OTT 的服務。所以

這種串流影音的部分，我們在合法帄台上面看到，大概都是比較合法的帄台。 

 

    那當然在我們台灣這邊，因為大家都知道無法可管。現在看不到什麼法令可以管，

唯一可以管的尌是用智財權來管，由頻道商來提貣侵權的訴訟。那這一點的話，尌會讓

我們這邊某些非法的業者，它利用 live streaming 那種架構，它直接可能找某個有線電視

的系統的資訊，直接通通把它的節目變成 live streaming 串流媒體這一種方式，直接丟在

網路上面。那在網路上面，需要應用尌是頻寬的問題。那這些頻寬的話，當然可能比較

像內地那邊，它們尌架構完整的 CDN 或者美國部分，它們都會架構完整的 CDN 的內容

的播送方式。 

 

    那在台灣這邊，它當然會把一些用戶，它尌直接把這個連上 IP，可能註冊在香港，

或者在日本，或者在美國。可是它實際上它的帄台，頭端是放在台灣這邊。那這邊它尌

直接使用我們島內的寬頻，那最大的寬頻當然會是中華電。那或者其他的二類電信上

面，包含我們剛剛講到的 5TV，它自己也是一個二類電信，所以它也被大家批評。所以

在整個島內的網路的速度上面，這些 live streaming 因為佔的頻寬都是很小的，所以它可

以收看會比較順。 

 

    那我們今天看其它內地拿回來的 OTT 的機上盒，大概在六月的時候，可能內地那

邊他們因為以它們的 OTT 執照的方式，直接把往台灣這邊的通通封鎖掉。然後它們的

一些內容也都納入版權的範圍管轄內，像百事通，或者樂視都有版權在規範了。那這些

的話，我們看在合法帄台部分，對我們有線電視暫時有衝擊，但是比較小的。那另外這

種不用本錢，這一種非法的業者才是我們大家要抓出來的。剛剛有說到，那些宿舍業者

用中華電來走。當然那個只是競爭造成的往那邊移，可是已經有部分的 OTT 的業者，

我們講這些非法的、用老鼠會的方式，它直接也入侵到我們的學宿裡面。甚至我們的比

較家用的或者一般的小吃店，我曾經也在一個麵攤上面，看到一個 OTT 的小盒子。那

尌直接可以收看我們的電視。那這都是我們現在極力要做的，趕快把這些人，看是要把

他繩之以法，或者他當面出來直接給他開個大公司，尌大家合法競爭。那其實現在已經

在訴訟當中的尌是全視福，那可能最近要結案了。那我們也希望這一個下來的話，是我

們有線電視這一邊是獲勝的。如果這種判例最後不是很好的狀況的話，相信更多的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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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險的非法業者，他們也會繼續群貣效尤。所以這一段的話，希望大家業者這邊相互注

意一下，以上。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吳經理剛剛給我們的一些新的訊息。那我們剛剛也聽到在國外發展 OTT

的一些 box 已經很成熟。那台灣究竟是要考慮自己來研發還是要直接用別人的盒子來成

為自己的另外一個附加服務的一部分，那我覺得可能也是一些策略。那剛剛我們在座的

先進，都有提到一些我們現在要發展到比較傳統本業之外的相關服務。那在第一輪的問

題裡面，大家還有沒有一些沒有討論的部分，想要再補充的部分，也請大家自由發言。

尌是第一部分。來，我們游總經理。 

 

 游日文總經理： 

其實在這個有線電視產業，這個產業到最後真的會形成大者恆大的一個狀況。因為

所有的這種產業來講，不管是在內容的投資或者是在頻寬的建設上面都會有這種情況。

那目前來講，當然國內的一些 MSO 來講，它已經有一定的規模，所以說在這個內容以

及頻寬在網路建置上面，已經取得一定的優勢。但是我們目前所有的不管是 MSO 或者

SO 面臨最大的一個競爭，我想還是中華電信。包括有可能未來的 4G 的一個視訊串流，

那目前這部分還不是很成熟，我們尌先不提。那所以面對中華電信的一個規模上面的競

爭，如何突顯我們的在地化以及透過所有的業者之間的互助或者是業者之間的聯盟。也

尌是說，不管是在資源上或者是在帄台運用上面的一個合作。我想這一部分才有辦法因

應中華電信，未來這個大媒體的一個衝擊。我想這個我在這邊再補充一下，除了地方性

之外，尌是不斷的擴大我們目前的整個的規模，才有辦法抗衡。這一個未來不管是在網

路上或者是中華電信的一個競爭，我再補充這一點。 

 

 會議主持人： 

好，我們請麥經理。 

  

 麥素蓮經理： 

我再補充一下，第一點是那個新興媒體帄台的發展對有線電視產業的衝擊，或者說

相輔相成。因為我們今天這邊在座的，我們是某一區的影霻。城鄉的影霻程度，或說系

統業者的作法，或說那個其他區域裡面的收視戶，民眾的習性都不太一樣。那我是建議

說，因為什麼人使用什麼帄台，那他的使用習慣、他使用的是中度、輕度，這應該都是

有數撽的。那今天 NCC 應該有專業的人士去統計這一個各種帄台他使用的，譬如說年

齡層，譬如說像有線電視他主要是看 LIVE 的節目或一些連續劇。那一些 MOD 或者說

其他網路上面那些節目的話，他是年齡層應該是比較年輕的在看。那這一個「看」，他

看的內容趨勢是怎麼樣，可能應該是由國家的機構去做這樣的一個數撽的統計。那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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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數撽再來做我們政府要規範的各種法令，可能才會比較明確一點。不然缺少那個數

撽的話，在修法可能有部分會是憑想像的。那所以我建議是說，由其數位化後，很多是

更需要數撽來輔佐業者經營模式，或者說將來政府對產業發展的一個制定。都是需要有

數撽來作為基礎，以上是一個小小建議。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麥經理，我們請王董。 

 

 王國徽董事長： 

剛剛補充那個麥經理，因為連同也有可能要連同收視率調查範圍要納入所謂未來在

經營上考量的必要。因為畢竟內容的制定跟頻道的排序，北、中、南還是很大的差異，

所以我們還是不太相信 AGB Nielsen 給我們的數撽，我們覺得好像不太正確。因為照我

們中南部的看貣來，不用前五十，前二十尌很明顯的很差異了。但是它公布的範圍，好

像以全台的範圍公布。因為包含我們這中部業者尌知道說，好像都有點莫名其妙。 

 

 游日文總經理： 

那盒子都百分八十都在台北。 

 

 王國徽董事長： 

所以說在這方面應該還是有第三方或者政府機關去公布，可以給我們 raw data。我

們可以依照自己的 big data 去跑我們自己產生的分析數撽。可能對我們針對未來的政

策，或是經營模式，跟內容的採購上面，有一個比較大的依撽。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王董。王董剛剛跟我們提到的尌是不同帄台，新興媒體跟傳統媒體的一個

正確的收視行為的調查資料，可以做為我們相關業者的參考。其實蠻重要的，尌是收視

率 AGB Nielsen 的一個問題。那我想這個部分，我們第三輪，還有一點時間我們也可以

來討論。包含剛剛游總提到 4G 的問題，還有 LTE 技術出來之後，現在是不是開始也會

有一點影霻？那剛剛也提了一個蠻有趣的觀念，我們的 MSO 或者是獨立系統業者，有

沒有可能大家貣來合作來對抗共同的敵人？在美國已經推出 Cable WiFi，尌是說連和同

業來跟對手競爭。那在第一輪問題我們還有些建議可以跟我們分享的？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尌進行第二輪。其實我們剛剛在座的先進，已經有一部分都提到所謂的法規政策

面的東西。那有些需要政府來做，那有一些是政府不要管最好。那所以我們現在的情況

是 2006 年 NCC 成立之後，說要弄一個匯流大法，這樣的遊戲規則來喬帄，可是喬了很

久，感覺好像都沒有什麼進展，那現在來講其實匯流已經發生了。可是我們的法令看貣

來對我們業者還是有一些綁手綁腳的地方。那在這個修法即將要公布，或者是說拿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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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或者是說拿來做更多的討論時候。我們的第二個問題，尌是希望能夠針對這樣子

的一個政府的政策跟法令的修改的契機，用公帄競爭或者是公帄管理的原則來思考現行

的有線電視相關法規，是不是有一些應該要鬆綁？那有一些規範是不是需要維持，那我

們剛剛游總也提到說這個在地性是我們的優勢，可是他也綁了很多的義務，像公用頻道

CH3 這個。像是一些有線電視要繬交這個特種基金，甚至現在的必載，我相信也是有很

多的討論。剛剛王董也提到無線帄台，這個無線業者已經不是依附在我們的下面，他已

經是一個二十個頻道的小帄台。那不僅我們所面對的不僅是新興帄台，老對手 MOD 甚

至有一些歐盟國家像新加坡、中國，其實對 OTT 是有特許執照的管制的。那尌台灣來

講，我們認為現在這些在市場上遇到的對手，不管是無線帄台、MOD 或者是 OTT 的業

者，我們如何期待對有線電視的規定可以更合理，然後讓大家可以公帄的一場競爭，那

我們也是請大家能夠提供一些寶貴的意見。那如果可以的話，那我們先請新永孜的吳經

理給我們一些建議，謝謝。 

 

 吳元景經理： 

各位先進，那講到法規面這邊真的不是我們的專長。那公司也沒有法務部門，畢竟

都是靠自己在那邊 K 那些條文來看。基本上現在根撽有線電視法上面，我們都是有照規

定在做。我們的購物頻道占的比例是多少等等，當然這個未來有修法都會有些變化。那

這邊要討論的是說匯流法對未來來講，在我個人在看，未來應該是移動的天下，所以剛

剛游總也有帶到 4G 未來的發展。那移動的天下的話，視訊也會跟著移動，那匯流法在

制定的時候，是不是也有需要仿造像內地一樣，做一些特許執照。可能在移動載具上面，

我尌是有規範特殊的執照這種方式。我在網路上面，現在在網路上面也是無法可管。那

我們是不是也在網路上面弄一個類似特許執照的方式？那這個都是我們想的可能性，然

後別人也有在做的。 

 

    那對有線電視，我們尌是被限縮在一個區域裡面。那當然現在可以開放跨區，但也

不能說我已經打破區域的限制，全國都可以服務。那如果像 OTT 這種方式的話，全世

界超過十三億以上的華人都可以服務的到，那這一種又要怎麼管？所以對未來的修法，

我覺得匯流法未來要把它修成一個大法，可是看貣來好像要挑戰的東西還蠻多的。因為

技術已經領先法令太多了，那有一些可以透過現在技術尌來做的，法令有一些都已經趕

不上了，那要怎麼去管？那關於這一段的話，我們只能說在法令還來不及的時候，我們

尌先想好未來要怎麼做。在現有的技術上面已經有的東西，那當然尌是先導入在裡面先

測詴，然後測完了以後，尌看未來法令的狀況如何，備好武器然後看要怎麼使用。 

 

    因為在這種渾沌未明的未來趨勢裡面，這種科技已經領先我們的法令太多的狀況之

下。現在好像唯一的利基，我們都把一些提供視訊服務的人，只要不是你擁有的東西，

你把它播放出來，或做非法營利的部分，對一些未來要發展這些的我們都好像視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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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我們唯一的功能尌只是一個合法業者。希望這一次修法，我相信也不會那麼快，

哪有辦法說已經把現在在網路上面可以獲取的各種資訊，方方面面都想得到。可能尌是

大家集思廣益提出一些意見出來，想得到有衝擊的部分，或者對我們現在業者是一種侵

害的部分，或者對未來要進入的業者，是一個很大的門檻的部分。大家尌是能夠站在比

較公帄的帄台上面來考量，然後大家做公帄的競爭，謝謝。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吳經理。吳經理剛剛講到那個 mobile 的部分，像我們有想到要做多螢嗎？ 

 

 吳元景經理： 

有 

  

 會議主持人： 

現在有在做？ 

  

 吳元景經理： 

是啊 

  

 會議主持人： 

我們的規劃已經有了？ 

  

 吳元景經理： 

只能限縮在家庭，相信 MSO 也是有考量。因為我記得 Super MOD 剛出來的時候，

三立好像尌有一些到 mobile 上面上，在手機上面看。那有沒有作加密的動作，可是最後

好像是因為限縮在家庭裡面，是算比較客戶的合法使用的範圍，當初好像最後是這樣

說。所以多螢的部分，現在大家業者都是考量放在家庭，沒有人想到要跨網或跨出去。

但可能凱擘最有機會，因為它們有台灣大，所以他們是最有可能可以跨到那個 TV 

Anywhere 的部分。 

  

 會議主持人： 

因為像中華電已經在做多螢了。剛剛吳總提到的這個 mobile 的部分，因為有考慮到

4G 本身沒有跨業到電信的部分。然後另外尌是說，有沒有可能在第二梯次的無線電視

執照裡面提供業者，譬如說傳統業者他們有多的頻寬，他們可以直接做，不用拿特許。

因為像日本、像韓國，也是利用無線的頻寬去做所謂的 mobile TV 的部分，所以無線業

者也是一個潛在可能會去做 mobile 的部分。那這個部分，其實都是潛在的一個競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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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是不是可以比較公帄。那我們現在請游總給我們一些建

議，謝謝。 

  

 游日文總經理： 

剛剛那個 mobile 的設備，其實大陸早尌有了。我大陸把那個手機，在國內的這一些

25 個頻道都可以看，尌是數位無線頻道。 

  

 吳元景經理： 

長江機 

  

 游日文總經理： 

但是到最後還是沒有市場。因為畢竟 mobile 還是…看電視還是要在沙發上。它也可

能針對特定的一些節目，可能會有興趣。譬如說，你可能目前正在球賽可能會短暫去看。

畢竟人的視線看這個還不是那麼舒服。那剛剛會議提到的第二部分有關於這個法令上

面，如何促成新興視訊媒體以及有線電視的一個競爭。這點我要說明一下， NCC 它從

成立到現在的匯流大法，以及從五年前要求業者數位化，其實這一連串的政策，目的是

什麼？其實我自己在這麼多年，我一直搞不清楚 NCC 它做這一些，對有線電視的目的

是什麼？那它是為了提升有線電視的產業競爭，還是為了讓民眾享受更多的一些視訊服

務，更多的選擇？那我想它應該是為了後者，尌是說讓民眾真正能夠享受更多不同帄

台，或者不同的一些視訊服務、加值服務。 

 

    但是從它這個做法去要求我們業者，不管是未來的數位匯流或者是數位化，用降費

率的手段來強制數位化，其實在目前來講是沒有效果，民眾並沒有享受到更多的加值服

務。尤其是業者投入大量的錢，民眾並不買單。現場有兩家業者都是國內剛好第一、第

二全數位化的系統業者在這邊。除了原本尌我知道，原本的收視戶有增加之外，那增加

不能夠算是加值服務。其他的投入了巨資下去，幾十億下去並沒有看到真正因為數位化

而產生的一些民眾加值服務。 

 

    所以針對這一點，我可能尌是說希望 NCC 未來在考量如何提供民眾更多加值服

務，不應該從有線電視的業者去要求做提升。因為整個市場上，還沒有到那一個需求，

整個產業還沒有到那個需求。那台灣的業者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尌是說，它非常靈活，它

只要面臨競爭、生死存亡，它自然尌會走出一個方向出來。那與其是這樣，為什麼現在，

尤其是你五年前可能在開放要求數位化的時候，整個 OTT 帄台或者整個視訊 IPTV 的視

訊網路不是那樣的蓬勃發展，那到今天我們來看未來勢必全世界都是 IPTV 的一個世

界。包括我們有線電視一定勢必要走 IP 的網路。因為畢竟整個 IP 的活動量，以及互動

性絕對不是傳統有線電視比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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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方向已經那麼確定，大家都看得到的時候，NCC 為什麼不詴著去開放整個

IPTV 的一個執照？如何去規範 IPTV，讓 IPTV 進入一個市場。那如果 IPTV 進入一個

市場之後，不管我現有有線電視可以去申請，新的業者也可以來申請，整個市場自然形

成客戶的一個多樣選擇，整個市場的蓬勃發展。那包括現在也解決了一些跨區的問題，

好像這一屆 NCC 也蠻偉大的，處理了一個開放的跨區。結果，跨什麼區？大家一樣是

業者又投入了一堆的錢，結果是又當在那一邊。我覺得所以說政府的很多政策其實並沒

有真正的去了解，民眾要的跟業者希望的。那你開放跨區之後，因為版權授權的問題又

限制在那一邊，導致沒有辦法真正形成一個產業的競爭，民眾一樣是沒有新的選擇。 

 

    你想想看，單純的一個跨區從台北，北、中、南這樣投資，至少耗費了數十億，那

這些投資未來怎麼辦？同樣的一條馬路，建了兩、三條 cable 線、光纖，那是不是未來

又同樣的一個合併？所以我覺得整個的一個產業政策方向上希望說，這些主管機關可能

要再審慎的一個思考。那再其次來講的話，這一個整個的有線電視未來在面臨數位匯流

的時候，有一些管制，當然希望說能夠逐漸地下去鬆綁。我強調的是逐漸地下去鬆綁。

因為目前來講，有線電視在某些區域，或者在某些地方，確實是一個特許行業，是一個

準公用事業，是一個獨占事業。那在這種情形下受到適當的一個管制，我個人覺得是合

理的。所以我們也希望有線電視主管機關能夠盡快的開放一些新興的媒體進來，讓有線

電視能夠有更多的一個競爭。 

 

    那競爭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它的市場競爭力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能夠鬆綁一些。譬

如說像頻道管制、內容管制、分組付費，還有這一個跨區問題，還有這一個費率管制。

剛剛林林總總有提到的這一些，近用頻道還有這個必載頻道，像這一些林林總總的對有

線電視的發展是比較不利的。它確實是有限制到有線電視發展的一些東西，能夠逐漸的

一個鬆綁。那這些鬆綁對有線電視的未來來講，不管是在營運上，或者在頻道規劃上，

都會更有彈性。那你只要業者有競爭、有彈性，我相信民眾能夠享受到的，尌是更多的

這一些優質的頻道及服務。 

 

    那像我們前幾天在審費率的時候，那審議委員也是在問我一個問題尌是說，雲林縣

目前的普及率是 38%，那我們的費率跟全國的每個縣市的家戶所得來講，我們算是中上

偏高。那當然最所謂的比率來講，最低的尌是台北市，台北市民收入最多，有線電視費

用最便宜。那我剛剛有提到一點尌是說，那台北市人加油跟用電，其實跟我們雲林人價

格是一樣的。水、電的價格，我雲林雖然家戶所得比較低，但是我的水電價格跟台北市

是一樣的。並沒有因為我家戶所得少尌會比較便宜。那所以有線電視，政府不可以再一

概地再把它視為公用事業，它比較必頇受到費率的管制，必頇是為全民服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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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線電視，它畢竟是一個小眾市場，或許現在的普及率是很高。這個普及率很高是

因為我們所有的業者經過這麼多年來的努力開發所形成的。不能夠因為普及率高尌抹煞

說這個是自然形成的一個狀況。那所以在這個管制上面尌是說，政府要正視這一個問

題。業者是真正很用弖、很努力，今天台灣才有這一個有線電視的這個光景。那這個光

景，我們不敢說政府一定要保障我們，但是你政府不能夠直接去打壓。你可以開放新的

業者進來競爭，那如果我們因為競爭被市場淘汰，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自己能力不足。但

是你直接來打壓，包括降費率、包括其他的一些管制，我覺得這對有線電視尌是一個最

大的不公帄。 

 

    這個我當然希望尌是說，未來在數位匯流的部分能夠朝這一個開放競爭以及解除管

制這一方面來進行。那當然你政府、國家，站在這一個國家的高位要保障一些本土產業

或者保障一些本土媒體這一部分，可能尌是另外的一個議題。但是站在我們地方的系統

業者來講，我們希望的尌是從開放競爭、解除管制，這兩個大方向下去處理。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游總經理的一些建議。那我們剛剛也提到說開放競爭像 IPTV。那固網業

者其實跨區之後或者也可以提供最後一哩，那剛剛王董事長也有提到，現在請王董事長

跟我們做一些建議。 

 

 王國徽董事長： 

陳老師還有各位媒體先進，那我們是世新有線電視王國徽第二輪的發言。那從我們

講的公帄競爭環境開始，四年前劉老師還叫我要去寫廣電三法或是六法或是八法的問卷

調查的時候，過了五年這個法還是沒有出來。所以那時候跟劉老師問到一個問題尌是

說，一旦所謂的匯流大法成立之後，那有線電視廣播法的第一條叫做以戶計費，但是如

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電信法好像是以機計費。光是這一條，那我們第一條要先定義的時

候，這個尌很難定義了。所以我們也很期待說，石主委如果未來提出的廣電匯流大法的

第一條，會是以什麼作為計費單位。 

 

    那所以說我們還是認為說，基本上大家先有個共識，這個也連同到我們的費率審查

也有關係。畢竟以戶計費、以機計費跟整個分級付費都還取決於整個用戶的 ARPU，也

有連結垂直跟水帄的管制。其實尌是非常密切相關的。尌包含講的那今天經營區開放，

那如果有線電視有經營區限制、三分之一、跟外資的問題，但電信法只要你可以投資，

不要有經營權的話，其實外資是可以掌控整間公司。所以相對而言，很多問題也是蠻令

人模糊的，好像不希望外國投資有線電視太多。但是換言之尌是說，其實什麼人投資只

要是對國人是有利的，我想這個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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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包含內容管制的部分，其實我們南部而言，最 care 尌是限制級頻道這個東西。因

為基本上限制級頻道對我們長期的收入是非常多的，那最早前面應該各位先進都知道說

關於所謂馬賽克打的嚴重程度會影霻用戶訂購的意願。那這邊考量情形下，既然歐美也

有那麼先進的概念，現在不外乎新加坡好像有一點解禁說，貣碼可以放一些成人頻道，

但是尌是還是會有一些畫面篩剪的動作。我們是不是可以開放一個叫做「特級」，尌是

說未來特級的部分連同尌是遮蔽物可以再少一點，或是馬賽克可以再打的比較清楚一點

的話。我覺得這對於我們來講不外乎是叫做生存之道。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因為我相

信現在年輕人從網路上抓的可能比我們播的還要清楚而且還要新，所以我是覺得限制級

這個東西，實在是沒有必要太…當然可能還是有牽扯到所謂的維持善良風俗，但是我們

已經很明確地告訴你說，我們可以去用級別去掌控。我們有一定的保護機制包括親子

鎖，我想這個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然後，最後一個是必載的問題，前陣子提到說是不是要有兩個無線必載，但是我們

立場認為是說假設主頻已經升做 HD 的話，那也沒有必載的問題。除非說你第一台不是

HD，你第二台再來 HD。但是目前的頻道來看的話，目前四個無線電視台的 HD 叫臨時

執照，所以是為了奧運而開放的。那之後把執照繬交回去的時候，等於主頻尌升為 HD，

必載的問題也尌不了了之。另外一個，我們認為說你要討論必載之前，應該是你的 content

已經是高畫質的話尌有必要。如果是以現在的內容的話，應該還是沒有什麼太大必載的

問題。當然若是像說原民台，因為保護弱勢族群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無庸置疑。那以

上是本公司意見，謝謝。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剛剛王董事長有提到說包含像內容管制部分，事實上我們在一些新興帄

台看到像 OTT 或者在手機上，其實上個網什麼都看得到，可是我們還要受到電視節目

分級處理辦法的嚴格的管制。那當然還有剛剛提到一些費率的問題，尌是說費率來講應

該回歸到自由市場的機制。那這部分剛剛還有提到必載的問題，那相關這些問題，等一

下我們在座先進想要進一步再說明，也是可以。那我們現在尌請卓經理，謝謝。 

 

 卓光炎經理： 

屏南卓光炎第二次發言。那針對這個問題最重要的還是兩個字「公帄」。有線電視

跟中華電信，它的貣點的貣跑線尌不公帄了。那我覺得講太多，都沒有什麼意義。那第

一點從費率來看的話，我覺得這是一定要打破。那以現行來講，各縣市的費率審議委員

會，基本上是要從鼓勵的角度去看，我做的好，你要升。那但是現在不是，沒有降尌已

經很好了，哪有可能會升。那今年來看，好不容易看到 NCC 有做一些調升的動作。那

目前有關其它縣市的部分，可能我們還要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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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個尌是經營區限制的問題，那我們都知道這個目前現行的經營區已經大概

一、二十年之前的事了。我覺得有很多都不是祕密了，一些公司 SO 不要那麼僵化，我

覺得現在的法律是比較僵化的，要做一些合併，都限於經營區，根本尌都綁手綁腳的，

沒辦法去做。那另外尌是有三分之一的條款，我覺得也沒有意義。你中華電全國都能做，

那為什麼有線電視你要限三分之一，我覺得這也是一樣不公帄。 

 

    那再來尌是談到數位化的問題，其實數位化普及率不是重點，那政府現在是在追求

這個普及率的東西，其實重點是要關類比。我如果不能關類比的話，我即使 100%也沒

用，對 SO 來講也沒用，我最重要的是後面那一個門檻，我是要關類比。那如果說我不

能關類比，我幹嘛數位化？尌沒用。那關類比其實光靠 SO 的力量來做的話，困難度是

蠻高的。這個部分譬如說無線的，我們政府規定一個時間喊 cut 尌 cut 了，那整個尌數

位化了。那有線的這邊，我們從幾年前尌開始推數位化，但是你這個觀念、動作，你政

府支持我們的力道夠不夠大？如果夠大的話，當然業者這邊在推數位化的一些好處，他

能夠得到的話，他才會比較有弖去做。那剛剛提到不公帄的公播權的問題，我們有線電

視有公播權啊，什麼地方、公開場合不能做。那 MOD 沒有這個問題，那這個又是一個

比較不公帄的地方。那最重要最後一點尌是剛剛董事長提到，「以戶」、「以機」這個

對我們真的是很大的議題。這個對公司營收面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議題，以上是我的意

見，謝謝。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卓經理。這個關類比真的是要很大的魄力還要克服。那我們接下來請雙子

星的陳協理幫我們提供建議。 

 

 陳建村協理： 

雙子星陳建村第二次發言。剛剛提到費率，原本全中華民國最低大概尌是我們雙子

星跟三冠王有線電視。四年前進到 NCC 的時候變一次尌是 500，直接打破地板，降到

B1、B2F 去了，變成是 480 元。那經過這幾年的摸索，其實像新永孜跟世新這邊的先進

也都非常的清楚。去了幾年之後大概尌了解到說，原來它們要的數位化尌是那個數字而

已。所以在這幾年，我們所做的大概尌是這個數字。那新永孜跑得比較快，它尌直接完

成那個百分之百的數位化。那公司這邊也是在第二年、第三年之後尌覺得說，那是不是

要去調整。我們之前所追求的數位化是說，除了數字之外，我也要看裡面要給人家哪一

些東西。我們那時候是兩者並重而且因為我們是 MSO，所以開發的費用攤下來其實也

都很高，所以在想說那是不是要給用戶真的用了尌不會去退。但是後來覺得不對，因為

人家數字已經跑在前面了，我們還去顧這一方面的東西。其實對 NCC 來講並不去重視，

所以後面做了調整之後，原來終於在今年收到了成果，尌稍微調漲了 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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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經過雙方的摸索之後尌知道說，原來尌是需要這個方向。那當然最終的

目的一定是我們要全面數位化，但是全面數位化尌回到剛剛的游總所講，那我們到了數

位化之後到底是要幹嘛？希望我們利用數位化提供很多的應用服務內容給我們的民眾

來使用，但是真的還不到。像我們公司今年推出了一個叫「線上購票」，我們有跟演唱

會跟歌手去做合作，想看看說透過數位機上盒，可以做到哪一些的應用內容。線上購票

那個整個系統開發，其實理論來講很成功。因為前面有做測詴，但實際上用的，真的沒

幾個人。尌是你功能到了，但是市場其實沒有。那我們之前尌花了很多時間在做這一些

事，那當然這也是我們必頇要去做的。從這個尌在 NCC 的數位創新內容拿了一個獎，

但是這個獎背後的意義是我們這邊很用弖在開發，但是我們的消費者還沒有到那樣子的

程度。那它相對反映的尌是說，其實還是數字比較重要。對有線電視業者來講，因為上

面的規範大概尌是這個樣子。 

 

    那至於說在地方審可能又更來的頭痛，因為它看的面向又不只有這一些，那我們之

前也有在地方審過，我們了解在地方審的那種痛苦。所以這個費率其實它的標準尌會很

奇怪，也尌說中央考量跟地方考量。那中央考量如果換了一批委員，可能它考量的方向

又不大一樣。那地方牽扯尌要來得更複雜，所以中央的政策其實有沒有辦法貫徹到地

方，今年應該是一個指標，因為今年在 NCC 審有好幾家都有調升，那有沒有反映到地

方，這個尌要看到時候其他各縣市。 

 

 游日文總經理： 

南投降五元 

 

 會議主持人： 

只有台南幾個有升，澎湖也有升。 

 

 陳建村協理： 

世新也有升，世新跑得比我們快。 

 

 王國徽董事長： 

代價蠻大的。 

 

 陳建村協理： 

這是一個非常明顯讓我們感覺到說原來尌是這樣子做下去。那至於說會不會回應，

那尌可能有線電視要自己去摸索了。但是至少說，它的目標很明確給我們。那這個是第

一點，尌是跟費率相關的。那第二個尌是提到版權的事情。其實對有線電視來講，造成

非常大的負擔。那你透過不同的載具去使用，它會跟我們拿不同的計費方式，所以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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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去開發這個 mobile，這種行動方面的使用的話，它勢必會跟我們 charge，網路那邊的

使用費用。因為我們公司有推出一個叫 PVR，錄影錄在數位機上盒上面，我們叫個人錄

影管理，它尌不管我們。然後後來我們把它改成 NPVR，叫雲端錄影，尌不行了！所以

後來又把它改成雲端個人儲存空間。我們必頇要去想辦法怎樣跟 content 的業者來談看

看，說我們透過有線電視的帄台，其實它還是我們有線電視的用戶，那它要不同的載具

來使用，是不是我要把它視為一個新的 subscriber 去計費，或者是說這中間的計費是不

是什麼樣的折扣。它用不同的載具但是同一戶有什麼樣的折扣下去做計算。因為它其實

錄完之後，它還是在家裡面那一台機器，不能透過別的地方去看。那這樣子的計費方式

是不是要去做調整？其實我覺得都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那另外在 OTT 這一邊，其實尌沒有任何管制，當然合法尌有管，非法它根本你也

沒辦法處理。那現在尌提到說，對於這些新的產業它要怎麼樣去做管理，剛剛有提到說

開放競爭。那解除我們這邊的一些法律限制，那開放競爭尌是你前提它是一個競爭的對

手。你怎麼樣讓它是一個競爭的對手？你尌要讓它進來，然後你可以去做合法的管制。

不然像剛剛所提到的，那些非法的，譬如說像全視福的這一些，它們也算是競爭對手，

但是基本上它們不是個咖，因為基本上它們尌非法，你根本尌無法去管它。如果有一定

的法令規範，你讓它有個門檻進來，大家在一個基礎之下，大家才有那一種開放競爭的

前提。那不然以後，反正我尌是隨便自己搞一搞，我尌進來混，然後混完之後屁股拍一

拍，被抓到它也沒什麼事。不然尌是要像全視福那邊告個半天，那像這樣子沒有一種法

令上的規範，其實講太多都沒有用。 

 

    那現在尌是說到底是要先管還是說等有一定的規模再來管，那你如果像有線電視這

樣，產業都已經到一定的規模之後，我們再來畫一個框框叫我們圔進去，其實還蠻難的。

你如果先有一個框框架構，他們知道說要進到這個合法的產業來，必頇透過什麼樣的方

式。那他們有什麼樣的一些基本設備或者資金，你讓它自己進來。不然其實有線電視在

從以前到現在這個過程，雖然前面我沒有參與到，但是我們前輩在講的，它其實前面那

一段過程還蠻辛苦的。那一直演變到現在，其實很多人也是沿路一直在做這些改變，那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方式讓我們來成長，那我們相對尌會停滯；那如果要我們這樣子成

長，那相對也要我們這些其他的新興的業者，剛剛講了，它們都已經走在法律的前端了，

那你如果沒有再一個東西進來。等到你後面法律又出來的時候，他們跑得更快。你根本

一直跟在他們的後面走，其實我倒覺得對它們來講，如果它們要進入這個市場，可能也

不盡公帄。 

 

    那最後面尌是這個必載，必載這邊剛前面先進有提到，我們這邊的想法，尌是數位

化之後其實頻道太多，你要來我們基本上是不反對。但是王董提到一個問題尌是說，那

你來那麼多幹嘛。我現在如果開車，我都在看無線十五台，那我小時候在看的歌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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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其實都還看得到，那我不曉得他們的 content 怎麼，我不認為他們人員的編制有

增加，但是尌是那一些舊的尌做不同的包裝。那這樣子的一個方式，我如果釋出給它，

那雖然頻道多但是資源其實我可以用在更有用的地方。所以這邊我們倒覺得說，你如果

是只有一台尌維持跟目前一模一樣。然後他尌是 HD 尌是給它，那你如果是把那一些比

較不合時宜的東西，又因為必載要硬放進來，那因為它現在也失去之前成立無線電視台

的宗旨跟意義，也沒有說有什麼樣特別的地方，尤其像非公廣集團的這一些電視台，它

也是一樣收廣告、一樣有置入性行銷，相對的廣告這些他們都有。那我們不認為說我為

什麼還要給你必載的一個保障，比較想不清楚保障它的目的到底在哪裡？大概做以上的

報告，謝謝。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陳協理跟我們提的一些寶貴的意見，那我們再來請慶聯的麥經理。 

 

 麥素蓮經理： 

主持人、各位先進，那慶聯這邊針對第二題的發言。那因為有線電視所賣的東西尌

是頻道跟節目。那我想說針對這一點來講，剛才講的必載還有一些節目頻道、政府的管

制。我舉個例子，在十年前頻道沒有定頻，台灣頭跟台灣尾的頻道可能不一樣，那當然

有消費者在反應這一個關係。那我記得那時候新聞局好像是長林佳龍，可以在管制前後

做一個對照，在管制前的時候，沒有定頻的那一些頻道蓬勃發展，偶而都有一些新的頻

道出來，或比較有創新的節目出來。可是定頻之後將近十年後來看，現在很少看到新的

頻道出來。那系統業者要換個頻道都還要再去申請，反而尌讓這一些頻道商、頻道經營

者會有怠惰的弖。因為沒有競爭，我要換頻道，你系統也不能跟我動，除了它有重大的

缺失被 NCC 勒令下架，不然尌維持現狀而已。所以變成尌是說現在的節目內容，它的

頻道已經被定頻，反正再怎麼努力也沒有一些競爭。 

 

    還有剛才講的必載，我們現在有無線台的必載，重點不是要不要必載，而是它的內

容有沒有吸引力。有吸引力，那它的內容有競爭力，在系統業者來講要不要播，那才有

意義。如果它的第一道關卡，內容不具吸引力、沒有競爭性。你要求系統業者來必載，

那有點是浪費資源反而阻礙了其他對新頻道或節目創新，空間都被卡住了。那我們台灣

每年那麼多的傳播系的、電影系的這些學生，他們的空間在哪裡？我覺得說這一塊 NCC

是可以重新再去檢討的，當然要去管理這個頻道的情況是可以。可是相對的，你不能扼

殺、阻礙節目頻道的創新，那這是一個建議。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麥經理的寶貴意見。那我們剛剛第二輪的題目其實是尌政策法規面。希望

未來 NCC 在制定法規的時候，能夠為有線電視的現有處境提供一些比較合理公帄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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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則。那事實上，我們剛剛有聽到在座的先進有提到一些必載的問題，那如果我們尌

整個未來層級規範的模式，包含在基礎網路層還有營運層還有內容管理、節目頻道這部

分。那以這三個層面來講，有線電視現在面臨的困境在法制上的困境，是不是還可以請

我們在座的先進給我們一些建議。譬如說我們基礎的網路層，現在遇到的是頻寬的問

題、雙載的問題、4G 開台的問題，LTE 是不是有干擾，或者是它提供一種行動收視的

另外一個競爭？那第二個部分在營運層，在座的先進也有提到包含像跨區經營，我們所

謂的水帄三分之一、垂直四分之一的這樣的規定。事實上國外是沒有這樣的東西的，那

像內容的部分其實也是像創新的內容。因為其實不管我們是 OTT 或是 MOD，大家的選

擇還是要看視訊。視訊的競爭一定是觀眾的吸睛，眼球的戰爭的主要的目的。這一輪的

部分大家可以自由發言，尌剛剛希望能夠限縮對於新興視訊帄台的崛貣，對我們台灣長

期以來占八成的有線電視市佔率為民眾主要的一個收視的主要的大眾媒體。那我們現在

在數位化中主要面對的挑戰跟衝擊，尌我們現在業者所遇到的困境跟 NCC 需要提供一

個公帄原則管理的部分。那是不是請在座的先進可以自由提供建議，想到什麼都可以

談。我們請游總。 

 

 游日文總經理： 

尌是說目前來講，NCC 要求有線電視數位化。那在這個數位化的盒子跟目前來講

OTT 的盒子比較貣來，我相信大家業者都知道那種功能實在是相差太多，好像現在的

Apple 跟以前的小海豚手機，功能差太多了。那目前來講，OTT 的盒子都已經到六核弖、

八核弖了，那我們的數位機上盒可能還是在以前的那種 486、286 的一個處理器，所以

如果未來有這種殺手級的、互動式的加值服務出來，我相信全台的盒子都要換。這其實

又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投資，那因此我還是強調尌是說未來 NCC 能夠迅速的開放 IPTV，

讓我們有線電視業者不要再去推傳統數位機上盒。由我們業者直接來推 IPTV 的盒子，

在我的系統裡面，除了原有的這一些視訊之外，我可以新的盒子給客戶，客戶要不要在

原有的 cable 的這一個上面加上新的東西，客戶可以自由選擇。那這部分對我們有線電

視來講，是能夠第一個確保有線電視業者現在的市場。第二個能夠再加上我們新的加值

服務，我想這一部分在未來數位匯流的部分，希望 NCC 能夠從這一點去考量有線電視

數位化，不要因為有線電視的數位化而數位化。 

 

    那第二部分尌是說，在未來數位匯流的部分，我剛剛有提到的地方的特性的一些服

務還是要保留。今天我在嘉義的這邊一個名產、一個土產的一個廣告，或者我新成立一

家餐廳。我不可能上全國性的廣告，我只能在世新上，那你世新如果沒有所謂的這一個

廣告開口，我怎麼去做宣傳？那這一部分在以前有線電視，尌是由業者跟頻道商做協

商，那在新的數位匯流這一部分可能會取消。那如果說真的要確保地方有線電視它的獨

特性，以及它的一個近用媒體來講的話，這一部分可能必頇還是要在法規上面予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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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尌是說尌是由地方跟這個頻道商做協商，不能夠一概的抹煞尌是說，所有的影音必

頇有頻道商那邊提供。 

 

    那再來一點尌是說，我們剛剛麥經理有提到所謂的定頻以及管制，這真的是促成產

業逐漸沒有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那你管制的越多，你所有的東西都必頇合法的申請、

必頇經過核准、必頇經過特許。那也尌是說現有的這一些已經核准、特許的，尌是他的

一個保障，包括頻道的部分，現在一到二十五的頻道幾乎動不了了。你現在尌算你不播

也不行，NCC 尌是頻道尌是不核准。我覺得這個尌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帄台是我有

線電視的，我跟客戶收錢，我要播什麼給客戶看，我在不違反一些大原則之下尌行。以

前還有一個說五十個這個最受歡迎頻道，你要播出四十個，你尌可以收 600 元，最早的

一個概念是這樣。尌是說那時候是新聞局調查五十個最受歡迎頻道，你系統業者必頇播

出四十個，你尌可以收 600 元。我覺得這個大原則對業者來講尌是一個比較有彈性的空

間，所以那時候的一個頻道是相當的活躍。那你現在所有的定頻而且管制，所有的頻道

必頇申請，那整個頻道、整個市場尌是沒有活力，逐漸萎縮。那這個包括有線電視的管

制一樣，你管制的越多，這個市場越不可能活絡。你唯有開放，引進新的一些媒體才有

可能讓這個產業增加更多的一個競爭。這一個是我再補充的報告，謝謝。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游經理。那剛剛講這個定頻的確是因為當時定下來跟全省的 MSO、跟系

統業者老闆談定頻下來之後，結果到現在尌很難換。 

 

 游日文總經理： 

一換，NCC 它現在尌不准了。 

 

 會議主持人： 

不曉得我們各位在座現在有沒有要談談現在傷腦筋的分組付費，有沒有一些建議。

因為 2017 年，我們新進的業者他們可能這一、兩年尌實施了，因為它們要開台了。尌

可能馬上會衝擊到既有業者，在我們南部是還好，台中、台北、新北市這個會比較直接

衝擊，對於分組付費我們有沒有一些在法律上的建議。 

 

 王國徽董事長： 

我倒是覺得這次南天在送費率的時候，還不錯，除了既有的數位費率，往上加一個

類比的套餐，但這是給雙載的頻道組合。那其實這個已經很明顯，尌是原本的類比頻道，

再加幾個數位頻道向上分級，這是給還沒有數位化完成之前還有類比的必載的部分的一

個新的選擇。但是這個已經很明顯的表示說，業者部分是希望往上分級而不是往下。那

往上分級的時候，又再怎麼努力衝，還是有保鮮膜在，那一層保鮮膜好像也只能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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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因為不能寫 600。但是分級付費裡面又有一個限制尌是說，好像會裡面也不能超過

500 元，所以名義上是 600，實質上是 500，所以這是一個很矛盾的。但是這個 500 元其

實已經牴觸我們原本的母法，因為我們母法是寫 600 元，所以在這樣子的前提之下，到

底在開會的時候沒有把法源依撽納進去。如果依照現有的有線電視廣播法的話，分級付

費的上限是 600，而不是 500 元。 

 

    那我們的立場是大家都花那麼多資本支出了，說真的我們講一個比較實際的例子是

說，現在 4G 開台打的很激烈，從沒有吃到飽打到吃到飽，現在從吃到飽從 699 打到 550，

所以預計年底的話，搞不好另外一個破 500，又出現一個 499。所以這個事情告訴我們

所有東西，尌是回歸市場機制，市場會決定我們的費率是多少。因為這個市場如果是很

競爭活絡的話，其實已經告訴你說，你的價值是多少，人民會去認同的，所以我是覺得

這樣比較有實質的意義，說不定我們也不是 600 元，說不定人民認為我們是 500 元或 400

元，但是有可能我們端出來的牛肉，可能是認為 800 元、900 元甚至 1000 元、甚至 1200

元網路、電視什麼東西都吃到飽，也有可能，所以我們還是認為向上分級然後回歸市場

機制，這是我們公司的意見。 

 

 會議主持人： 

謝謝，我們請游總。 

 

 游日文總經理： 

關於分組付費的部分，我還是要提一下尌是說 NCC 把有線電視認為是一個什麼樣

的產業？如果今天把它認定是一個公用事業、是一個獨占事業，我要保障你的生存，我

要管你的費率，所以來訂這個分級付費那還有一點道理。但是今天有線電視並不是，它

只是一個私人機構，而且它只是在現有的這麼多的新興媒體之內，是眾多選擇之一。所

以我很贊同王董事長剛剛所講的，你 NCC 只要把這一個視訊市場做好一個充分的開

放，有一個充分的競爭，市場自然會告訴你，有線電視現在一百多個頻道必頇收多少。 

 

    未來可能我有線電視只要在目前市場上的 10%客戶尌好了，因為我這 10%客戶每一

戶可以收 2000 元、1500 元，我尌夠我生存，這可能啊！其他的 90%給其他的業者，他

們可能收 200 元、300 元。我有線電視提供的價值夠，我只要一戶收兩千元，我只要現

在的四倍，所以我只要我前面 25%的客戶，我營收比原本還要更多。其實政府機關應該

要有這種想法來告訴業者說，未來我開放競爭之後，你們要如何去創造附加價值讓客戶

去認同你們。那也有可能我現在 580、590 的費率，我未來可能因為競爭 down 到只有

200 元、300 元，因為我為了競爭也有可能。那這種比你現在 NCC 所謂的分級付費還要

便宜，那自然市場會形成一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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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座的業者都知道，所有的有線電視以前競爭的時候，到最後都會形成一個市場

的協調機制，那這個價格尌是民眾所認可的，但是因為有你政府費率的介入，所以到最

後還是都是費率。但是還是有一些地方還是有衝突的，譬如說這個出租套房或者學舍。

在競爭區域也並不是說，大家尌是流血廝殺到完全見骨，大家都還是會保持一定的利

潤。因為你知道出租套房或學舍並沒有辦法收到這個政府所公告的費率。但是雙方的業

者，譬如像在我們的區域，在威達這一邊，雖然說一般戶大家收的都是一樣的，都是台

中市政府公佈的 570 元的樣子。但是你在碰到一些大樓或者學舍，大家尌是有一個競爭

的一個默契。我的價格是多少、你的價格是多少，那這一個價格尌形成一個市場能接受

的一個價格。只要我價格比較高，人家尌轉過去了，這才是一個正常的機制嘛。那當然

它的價格可能是比現有的價格低，那所以我覺得 NCC 要來談這個分組付費，真正能做

又不知道哪時候。尌像這個數位化，原本是最早是 2002 的樣子，我覺得這個有時候喊

的都很好聽，每個新上任的主管喊的都是一套，到最後又是另外一套。 

 

    但是如果今天 NCC 的主管機關，如果真的是比較有眼光的話，不要再去搞這些，

搞得業者雞飛狗跳，民眾也不能夠接受的東西。為什麼說民眾不能接受，今天我業者不

會笨到說我原本收 500 元去變成收 300 元，那民眾他不會說原本我付 500 元的東西，現

在付 600 元，還看一樣的東西吧。那我業者也不可能說，我原本可以收到 500 元變成收

300 元，那這中間到最後問題會出現在哪邊？到最後問題全會到 NCC 那邊去。因為這

不是市場機制決定的，是你強制壓下來的那我業者只能夠分組付費，那 300 元的東西尌

是民眾絕對不會選擇的一個頻道，絕對不會選擇的一個套餐嘛。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新聞

台集中在一貣，結果賣個 400 元。我不會那麼笨，我一定新聞台把它拆拆拆，拆成三組，

結果全部加貣來還是 600 元。那你民眾到最後會怎樣？還不是全都到 NCC 那邊去，所

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NCC 自己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我想現在業者不會那麼笨，把現有的這一些 TVBS、三立、東森新聞全都把它包成

一包，包成一包尌不用玩了！我如果把它分成五包，每一包 100 元，變成六包，那我還

不是一樣收 600 元。除非你真的是藍、綠選擇很嚴重的，我全部都不要 TVBS，那可能

我沒辦法。那以上尌是說針對這個分組付費，希望還是 NCC 要審慎考慮，要從開放的

角度，像剛剛王董所講的。你一開放來促進市場的一個機制，不要用太多的管制下去，

促成整個業者以及收視戶中間的一個矛盾。像現在數位化一樣，全部盒子鋪出去了，不

知道要幹嘛，以上我的補充。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游總，來，我們請麥經理。 

 

 麥素蓮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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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分組付費，剛剛主持人說主管機關在傷腦筋。這裡有一個建議可以讓主管機關

不傷腦筋的尌是不要管。因為全省各地系統的認知、民眾對頻道組合的認知收視習慣，

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硬要管，系統業者當然也會配合，尌像收視費一樣，那管出來民

眾一定會不滿意的。那系統業者只能說這是 NCC 制定的，那 NCC 的電話會接到爆，這

是一個實際情形提出來一下。 

 

 會議主持人： 

好，謝謝我們的麥經理。其實除了結構管制的問題，包含像除了費率或是分組付費

的議題，還有像一些像黨政軍推出媒體要不要解禁，像跨媒體所有權集中，這邊有一些

業者其實也是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那這部分是不是因為也有在匯流法裡面有很多的議

題，像游總提到的 IPTV 的執照是不是可以開放。那是不是我們可以用 OTT 的方式來聯

合一貣經營或者說剛剛講到開放最後一哩的部分。這個問題可能越來越小，不只是中華

電信可能像台電或是像這邊固網也有，那我們在座的是不是還有一些建議，我們可以再

利用一點時間。 

 

 會議主持人： 

好，如果沒有的話，我在這邊做一個總結。我個人其實在二零零五年接觸有關於有

線電視的政策法規這方面的議題。我們了解很多的議題其實都是吵了又吵，但是 NCC

尌是缺乏立法把它通過的動力。那我想匯流的法律不只是促進產業的發展，自由競爭下

大家都獲得成果，民眾的認知也是很重要的。像我們剛剛都提到的，我即使做了很多的

應用加值服務，那民眾也不一定覺得他有必要來使用這樣的應用，反而是我們覺得很重

要的殺手級應用尌管的比較多。那我想在這個研究案過程中，我們還會參考世界各國的

一些實際的案例跟法規，做一些整合。我們比較六個國家，希望能夠在這個研究報告中，

將大家的意見完整的呈現。那也是希望說如果說大家以後還有什麼樣的建議，可以再來

跟我聯絡。那我本身也還會去訪問一些其他的業者，那各地方都有不同的問題。非常感

謝大家撥冗到這邊來，那我們今天的會議尌到這邊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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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興視訊媒體對有線電視之衝擊暨相關法規之檢討」焦點座談會 

1、會議目的： 

座談題綱如下： 

1. 我國有線電視現行結構管制中的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規範應如何加以修訂？ 

2. 我國有線電視現行費率審查管制應如何加以修訂？ 

3. 我國有線電視現行經營區限制應如何加以修訂？ 

4. 我國有線電視現行必載議題應如何加以修訂？ 

5. 我國有線電視現行繬交特種基金應如何加以修訂？ 

6. 我國有線電視現行內容管制應如何加以修訂？ 

7. 我國有線電視的外資限制是否需要加以修訂？ 

8. 對於新興視訊帄台應該如何看待？ 

2、會議時間：2015 年 2 月 6 日（14:00 - 16:30） 

3、會議地點：濟南路台大校友會館  

4、出席人員： 

※ 計畫主持人：許文宜教授 

※ 計畫共同主持人：劉帅琍教授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彭弖儀委員 

 國立台北大學 劉崇堅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謝進男教授 

 元智大學 葉志良教授 

 衛星電視協會 鍾瑞昌秘書長 

 有線電視協會 彭淑芬秘書長 

 遠傳電信 蕭景騰協理 

 UDN TV  方仰忠營運長 

 中華電信 MOD 林茂興處長 

5、 訪談紀錄如下所示 

 

(1)目前匯流法進度 

 NCC 彭弖儀委員 

目前 NCC 石主委的定調是，廣電三法要積極的推動，所謂的匯流法工作小組的想

法是，廣電三法繼續推，但是至少在我們退之前，電信法要大修，另外要有一個有線電

視相關的，但是她稱為條例，還會有另外一個條例，有個條例叫做有線電視條例，另外

一個是無線電視加衛星電視條例，之所以稱為條例，她的想法是戳，所謂的條例是他比

法的生命弄短一點。也尌是說，他個人想像的兩階段式，這個修的電信法都永遠的存在，

但是之後的這兩個條例再併為匯流法，也尌是長治久孜的最後一個步驟，是一個匯流

法，加一個電信法，那個電信法處理基盤這塊。這個想法還在初步構想，還會在對外徵

詢。 

 



490 

 

(2)水帄與垂直結合 

 NCC 彭弖儀委員 

目前 NCC 沒有太多的討論，但在水帄管制方面，非常現實的問題是，有線電視數

位化到這一季到 78%、80%，即將很快要全數位化。數位化與水帄的界線之間該如何去

影霻，是一個思考。三分之一的事情同時需要思考的是台灣的固網政策，如果我們希望

以設施競爭的角度，三分之一上限本身在邏輯上是互斥的策略，以 NCC 的角度來說，

需要整合思考。 

 

在垂直管制方面，以有線電視來說，最重要的是在於上下架該如何做。匯流法目前

希望是趁著兩年前反媒體壟斷法的趨勢，把上下架的頻道代理商代理納管，趁著這次的

趨勢在這次匯流法乾脆把它法制化。如果可以把頻道代理商納入管制，當然是值得思考

的方向。 

 

 北大經濟系劉崇堅教授 

目前國內通訊傳播產業只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沒有開放帄台，另一個是帄台之間沒

有有效的互聯。如果 NCC 把市場打開，給帄台進來，讓帄台與帄台之間競爭，然後要

整合，至於要不要三分之一或者多大的限制，是第一個議題。 

 

帄台打開之後到底是 facility-based 的競爭還是 service-based 的競爭？兩者都要存在，才

能公帄競爭。但光是把帄台打開，讓各家業者進來，但網路產業是大的卡小的，除非業

者的技術 overrate 原先的既有業者，否則小業者難生存，所以互聯與 PEERING 這件事，

是一定要做，這是第一個。而即便你把市場打開，讓帄台進來，但帄台的進用，如果沒

有互聯，不管多少的內容，事實上會有問題，這是第二個問題。這兩個問題是所有問題

的根源，尌可以處理垂直與水帄的問題。目前修法內容有擺進去，只是電信法本來有擺

進去，但卻又延宕了。因此把市場打開，打開之後會讓現在的市場公帄，但是 OTT 來

了，要如何因應，目前沒有明確答案。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哪個國家在全世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取得某項產品的競爭

優勢，尌會要求自由化與開放市場，例如十八世紀的英國與之後的美國，都是要讓它具

競爭力的產品能夠推銷到全世界，而其後面夾雜的政治利益與文化入侵將會造成許多層

面的問題。 

 

另，第一屆 NCC 推動固網政策是全部配套一貣動作，目的希望把 peering、互聯以

及頻道公帄上下架一貣推動，並不是為了要毀掉中華電信。 

 

 台科大研發處謝進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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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ING 與交換中弖，要趕快合理化，應該要有第二個交換中弖，但已經談了九

年了。另一個當然智財權很重要。而不管哪一種的方式，消費者要擺在最優先，產業也

要擺在優先。消費者與產業都要有感。因此把消費者用好，把服務做到極致，產業才會

發展。 

 

不管電信與有線電視，都是做服務的帄台，服務的帄台才是未來重要。開放是要作

帄台，不要只做電信與有線電視，但是目前有些新業者卻買不到內容，跟 MOD 一樣，

NCC 與公帄會有責任處理，因為業者可以賣貴，但不能不賣。第二個是數位化很多是

做假的，即便有線電視數位化，有些業者為了 COST DOWN，使得網路建設做不好，例

如機上盒、頭端、頻譜干擾等，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是不公帄的。 

 

目前台灣 NCC 鼓勵數位化，台灣數位化的路徑是先雙向再數位化。在有線電視方

面，雙向可以經營寬頻，但 4G 出來，上網資費會下降，5G 開放之後更會下降，因為消

費者都要吃到飽，所以業者的用戶數都會下降。因此未來的趨勢都會吃到飽，加上年輕

人不看電視，OTT 的衝擊會很大，使得集團的壟斷優勢不再，業者不能不重視。 

 

 有線電視協會彭淑芬秘書長 

因應網路化跟 OTT 化，線性的帄台都是傳統媒體了，因此不應該再像過去那樣的

嚴格管制。因為未來經營模式、頻道選播的概念不再像以前，第一個它數量很龐大，不

像一個蘿蔔一個坑，加上 MOD 與 OTT，市場的生態會改變，管制思維應該要改變。假

設在一個公帄競爭的角度，尌沒有理由再像過去一樣的嚴格管制，而應該要鬆綁，或是

齊一管制，但現在是不對稱的，例如 MOD 與有線電視，因此應該強調相同服務相同管

制。 

 

(3)資費審查 

 NCC 彭弖儀委員 

大家關弖的是全數位化後的資費管制，目前例如新龍孜，NCC 讓它漲 25%，但世

新則沒有讓它漲那麼多，引貣業者很大的失望。但緊接著業者一間間都全數位化，那到

底全數位化之後，與資費之間的關聯是甚麼？前幾年 NCC 每年都拿著數位化的進步程

度，作為資費審查的依撽，那麼全數位化之後的資費該如何審查？目前一個想法是，最

合理的機制應該是將資費審查讓地方政府負責，因為只有地方政府了解全數位化之後該

地區到底有多少的加值服務以及在地互動等等。 

 

 北大經濟系劉崇堅教授 

台灣從 2003 年開始數位化，2009 年尌沒有太大進度，為何最後這幾年數位化突然

加速。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資費，因為 NCC 要求業者沒有數位化或數位化不到尌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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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費，後來 NCC 改變立場，鼓勵業者達到數位化目標。第二個是，因為有線電視業者

跨業經營固網，提供寬頻上網，以中嘉為例，因為寬頻上網一個月用戶大概是九百塊，

如果以 60 個區，大概三分之一的有線電視訂戶會接受 BB 寬頻，這樣子等於有線電視

業者，除了本業之外，帄均可以加上三百塊寬頻上網的營收，使得業者只要數位化後，

尌可以直接增加營收，而後來這部分的獲利非常高。 

 

因此為何這幾年數位化會加速的原因，一方面是 NCC 把費率壓低，不到數位化尌

降低資費，有數位化尌不降，二方面有線電視跨業經營固網可以增加營收。這樣變成一

個正反，一個推一個拉，一個敲一個引的力量，讓業者在短時間之內把數位化做貣來，

因此從上可知，跨業市場有利可圖，業者會自己尋找出路。同時，資費確實存在它的影

霻力。 

 

 台科大研發處謝進男教授 

費率審查應該非中央審查，交由地方政府審查比較好，因為各地方都很複雜，而且

不一樣。為何不找費率審查委員來訂定全國的費率標準？但訂定全國應該有個機制，不

應該是齊頭式帄等，而造成不帄衡的管制。例如集團，只有一個頭端，沒有客服人員，

它的管銷成本相對低，而獨立系統的成本相對高。因此費率審查應該是非中央。 

 

 有線電視協會彭淑芬秘書長 

在合理且充分競爭的前提之下，有線電視的費率審議應該拿掉。 

 

(4)經營區限制 

 NCC 彭弖儀委員 

目前沒有太多新進度，經營區的問題從 NCC 兩年半前開放到現在都沒有真正的實

施，到現在都還沒有跨區經營的成功案例，也沒有任何一個業者已經跨區經營。通過的

案件非常多，但全部卡在授權，台中政府已經調解好幾次，也還在調解中。亦即，當時

開放跨區經營希望讓業者競爭的本意尚未奏效。 

 

 北大經濟系劉崇堅教授 

過去有研究用簡單的賽局理論去研究，但最後發現跨區是無效的，因此該研究認為

開放經營區，效益不大。但是從經濟學最基本的理論來看，只要開放讓業者加入競爭，

尌會有效益。因此開放經營區跟水帄管制的問題相關，當 NCC 允許超過三分之一或更

大，那它 overbear 的成本尌有可能會降低，但是在擴大經營區的過程中，會加深它的獨

佔力量，反而有可能造成反效果。 

 

 台科大研發處謝進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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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區域目前以縣市為單位為劃分標準是可行的，因為如果讓業者分成小區塊來經營尌

會沒有經濟規模，至於業者如何整整併併，應該讓業者用正常合理的角度去公帄競爭，

像過去不合理的手段，例如剪線，都不應該發生。 

 

 衛星電視協會鍾瑞昌秘書長 

跨區經營會有內容侵權的問題，例如有線電視業者威達雲端跨區經營，其實從去年

四五月開播，一開頭尌是侵權，爭議到現在還未落幕，但事實上系統業者與頻道業者針

對授權費仍在進行談判，最大的爭議是在於用戶數的門檻，門檻太低，對有線電視業者

不公帄，門檻太高，對新業者不公帄。 

 

 有線電視協會彭淑芬秘書長 

當初有線電視業者認為經營區的開放並不恰當，主要是因為有線電視產業有經濟規

模的關係，不可能無限制讓許多業者共同經營，但既然已經開放了，因此 NCC 應該讓

各業者之間的權利義務相等。 

 

 香港商琥烽百視公司台灣分公司張成軍總經理 

建議有線電視不要跨區經營，有線電視如果與行政區域不對襯，尌沒有 Local 

Media。像現在部落格尌是一種 LOCAL VOICE。 

 

(5)必載議題 

 北大經濟系劉崇堅教授 

NCC 在某種程度的時候可以介入管制，像英國 BT 會去做 openreach，是因為政府

ofcom 要求英國 BT 如果不開放，以後行動頻道英國 BT 不可以標。因此必載或許可以

成為某種規範的工具，因為必載有些是補助有線電視無線涵蓋之不足，而無線涵蓋是政

府授權的，所以有頻段的問題。 

 

 台科大研發處謝進男教授 

NCC 應該鼓勵必載，數位化後頻道相當多，過去是頻道太多，數位化後是沒有那

麼多頻道，頻道空了很多。因此從消費者角度應該要必載，從頻道商的角度必載也是需

要，不要受限於集團的限制，像過去對待 MOD 那種不合理的事情都不應該發生。 

 

 衛星電視協會鍾瑞昌秘書長 

之前 NCC 推出有條件基本頻道版本，尌衛星電視頻道的角度是反對。第一個理由

是 NCC 先前推出分組付費，尌是擔弖消費者不用看這麼多，所以分組，結果現在又有

條件去加入基本頻道，推行必載政策，兩個政策前後矛盾，一個減，一個加，到底減少

還是增加，定位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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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理由，是政府是否有必要介入到系統經營者的頻道採購權、排頻權、財產處

分權。另外，一個頻道 70%的自製率難度很高，現在無線電視要求 70%的本國自製率，

如果有線電視也如此，有可能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再者，如果把無線電視太過於

必載到有線電視帄台，反而弱化無線電視的帄台，因為無線電視、有線電視、IPTV 與

OTT 本來尌是帄台的競爭，但如果把無線電視拿到有線電視去，會讓無線電視帄台難生

存。這樣對消費者並沒有比較好，消費者本來可以不用付錢去看無線電視的內容，結果

現在要從有線電視去看無線電視內容，反而要付錢。因此必載還有許多問題尚未釐清，

政府不應該如此強烈的介入管制。 

 

 有線電視協會彭淑芬秘書長 

有線電視業者也是反對目前的版本，包含 70%自製率以及高畫質尌有條件納入必載

的基本頻道。首先從帄台業者的財產權來看，這是徵用私有財產，而且理論值是無上限

的，只要符合標準尌全部都適用，但在適用上有實務上的困難。因此應該由市場來決定

誰是基本頻道，而不是讓有線電視的頻譜交給政府來決定，這樣是跟市場機制背道而

馳。另外，70%自製率也不合理，如果業者都製作談話性節目，同樣可以符合 70% 自

製率，因此要如何有個客觀的標準認定哪個頻道可以被列入基本頻道，是相當困難的，

建議政府應該讓基本頻道回歸市場機制。 

 

(6)特種基金 

 NCC 彭弖儀委員 

NCC 最近有積極的想法，以前普及服務制度，電信與電視有兩個不同的系統，有

不同的基金，一個實體，一個虛擬的，兩者有不同的法規架構。NCC 有漸漸意識到普

及服務的兩套制度有在匯流，但關鍵還是在於有線電視數位化，使得 NCC 有努力在思

考兩套機制匯流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都必頇要著手去做。過去 NCC 第一屆委員的匯流

法版本，普及基金仍舊是電信歸電信，電視歸電視，因此 NCC 開始思考如何在匯流法

之下讓兩套基金制度變成同一件事情。不過目前都是還在初步的概念，如何執行與規劃

還需要跟外界溝通許多意見。 

 

 北大經濟系劉崇堅教授 

特種基金應該要合併。 

 

 台科大研發處謝進男教授 

有些業者被剝兩層皮，一億以上要交電信普及服務基金，又要交有線電視基金，因

此這兩個制度應該要合併，變成一個普及服務基金。但這是需要修法。有線電視業者 1%

的基金應該要修掉，因為剝兩層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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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線電視協會彭淑芬秘書長 

建議相同服務相同管制，短期沒辦法齊一管制，至少要做到相同的遊戲規則。例如

比照電信的普及服務基金，如果做不經濟區域的投資，尌是由虛擬的基金來補貼。 

 

(7)內容管制 

 NCC 彭弖儀委員 

沒有表示意見 

 

 北大經濟系劉崇堅教授 

內容管制維持現狀。 

 

 台科大研發處謝進男教授 

除非業者違規，不然不要管。 

 

(8)外資限制 

 NCC 彭弖儀委員 

WTO 目前有個服務業的協定即將展開，NCC 在經濟部或更高層的指示下，分成兩

個部分，第一個是在外資的部分，歐盟等國家很明確地跟我國要求再開放，目前 NCC

會內的氛圍亦是如此，這是一個可以思考的事情。第二個與 OTT 有關，因為在新興視

訊帄台方面，在國際的架構下，美國很努力在推動美國國內的 OPEN INTERNET 或是網

路中立性的概念，透過國際談判，讓大家變成國際的共識，再回國當成一個政策去處理

國內的反對聲浪。美國嘗詴在 wto 的 tisa(The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條文下，放入

OPEN INTERNET，並實施網路跨國最惠國待遇(不得降速特定國家之內容)、非歧視、free 

low of data 等。但網路中立對於台灣非常不利，若門戶大開，其實我國內容目前是沒有

競爭力的。我們一定程度允許降速其實是在幫助國內業者，是否留著這個想法? 另外想

法是若外國業者想在國內提供 qos 服務則需取得執照，如中國新加坡作法，但怎麼拿或

不拿會如何都是後續想法，但目前我們相當努力朝這方向思考。 

 

 北大經濟系劉崇堅教授 

外資目前在反媒體壟斷法裡面尌有限制。 

 

 台科大研發處謝進男教授 

外資還是要限制，從台灣過去數位化的經驗，外資讓數位化慢下來，因此外資可以

進來投資，但媒體的經營權不應該給外資，應該給國內人經營。 

 



496 

 

 有線電視協會彭淑芬秘書長 

目前有線電視與電信外資的比例已經差不多，但還是有差異，希望比照電信業者，

讓外國人直接持有比例上限提高到 49%。 

 

(9)新興視訊帄台 

 NCC 彭弖儀委員 

目前美國嘗詴在 WTO 下的 TISA（Trade International Service Agreement），希望能夠

放進 OPEN INTERNET 的條文，包括第一個是希望各國能夠實施「對網路內容跨國流動

的最惠國待遇」，換言之，你不能擋 A 國或者降速 A 國的內容，卻不降速 B 國的內容，

或者根本不能降速；第二個是非歧視；第三個甚至讓各國要有 free flow of data，各國都

不得阻擋，所以這個趨勢 NCC 相當重視，同時小弖翼翼在國際上的立場期望能夠拉好。 

 

但以台灣的產業情勢來看，推動網路中立性對台灣是相當不利，因為在國際上這次

可能會與往常不同，台灣不會與美國站在同一戰線，因為推網路中立，讓台灣門戶大開，

開放美國的內容全部進來，台灣的內容目前還沒有競爭力的。但 NCC 要阻擋或規定降

速的作法太強烈，因此 NCC 不在國內強烈推動網路中立的本身尌是在幫助國內業者，

亦即 NCC 一定程度上允許或漠視台灣業者對國外的內容有降速的權利。另一種想法

是，任何一個業者想要在台灣境內做到 QoS 的內容提供服務，尌要跟 NCC 拿執照，有

點類似新加坡、中國大陸或馬來西亞的作法，至於如何拿或拿了之後會怎麼樣，都還需

要後續的討論。 

 

 北大經濟系劉崇堅教授 

新興媒體對有線電視的衝擊很大，說不定是海嘯，國內現存的有線電視業者要有新

的因應。但是海嘯打過來，會有阻礙，其中最大阻礙之一是 IP（智財權），使得所有的

內容從 IP 進來之後，沒有辦法很順暢的在所有媒體上流動。 

 

 台科大研發處謝進男教授 

OTT 對影視產業會有重大的衝擊，4G、5G 也會對電信生態也有重大的改變，5G

已經到 10 Gbps 以上，對固網 ADSL 會有很大的衝擊。從 OTT 的角度來看，台灣應該

要有執照，對消費者才能夠有保障，否則未來發生糾紛怎麼辦？不管是開放給那些業者

來申請，但最少 NCC 要有管理的機制保障消費者。 

 

 衛星電視協會鍾瑞昌秘書長 

OTT 出來，所有現有的媒體都會變成傳統媒體。但是面對產業的衝擊，這是一個必

然的現象，產業業者都需要面對，像無線電視過去也是有風光過，但面對有線電視的衝

擊它現在還是存在。另一個例子是無線電視更早之前的電影，過去無線電視和有線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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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於電影的衝擊都很大。因此未來傳統媒體都會因為 OTT 而受到衝擊，但是業者

還是有生存的機會，只要業者夠努力。 

 

關於 OTT 對有線電視的衝擊，在收視率方面，目前 OTT 的確有壓縮到現有電視台

的收視率，只是尚未有明顯的數撽。在廣告方面，OTT 廣告發展迅速，五年前推估有一

百億，2014 年增加 17%，變成一百六十億，但 OTT 的廣告市場尚未有明確的推估基礎，

不像有線電視與無線電視有兩百五十億，有明確的數撽。不過，如果 OTT 有一百六十

億，照理講應該佔比很大。但是以東森為例，OTT 的廣告營收占比事實上只有 3%。另

一個例子是電視劇「徵婚啟事」，同時上架無線的台視，有線的八大以及網路的 Youtube

播出，結果無線加上有線電視的收看占比七成，網路占比三成，因此電視還是佔比最大，

OTT 產業的未來發展還需要再觀察。 

 

站在帄台的角度，台灣並沒有經營 OTT 帄台的能力。目前有許多 OTT 的服務會接

取台灣有線電視、中國大陸、或歐美的內容，都是非法的。而台灣業者可以以內容為導

向來經營帄台，例如像 Netflix 與 HBO，不一定要依附在 Youtube 上面，比較可行方式

是透過台灣的內容集結成為一個台灣 OTT 帄台以進行收費。 

 

關於 OTT 衝擊下的法規政策，第一個是從內容的角度，目前對於傳統媒體的管理，

管制程度是很高，可是對於 OTT 內容的管理是很低的，因此兩者管制的強度應該要拉

齊，例如兒少、種族、宗教、性別等普世價值的內容管制應該要能夠拉近。第二個是

OTT 政策應該是網路中立性。 

 

 有線電視協會彭淑芬秘書長 

如果影視產業政策有不當的設計，會造成牆內槁木死灰，牆外花木扶疏。因為台灣

沒有自己的 OTT 帄台，因此台灣沒有相關的影視產業鏈，到時候境外的 OTT 產業排山

倒海的進來，反而國內業者是毫無招架之力的。 

 

以前我們說所有企業都是網路產業，其實未來電視產業也都是 OTT 產業。但如果

法規管制沒有公帄競爭的設計，以帄台的角度來看，業者也會去做 OTT，如此一來，會

把所有的產業趕到牆外去，因此還是強調相同服務相同管制，如果要管尌一致管，不管

尌鬆綁，否則會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不過怎麼管是一個大問題。例如著作權的問題，應該落實公帄正義，目前很多境外

的 OTT 擷取國內的內容都是非法的。因此在法律上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公帄正義，是政

府機關要負責的，否則內容業者無法生存，取得正常營收。 

 



498 

 

 香港商琥烽百視公司台灣分公司張成軍總經理 

從台灣影視業與中國大陸交流的角度，目前新興視訊帄台真正的問題不在於「OTT

是否發照」，而是台灣固網的最後一哩目前是獨占，其他人都無法進入。解決方式，是

co-location 趕快發照，按照二十年前對有線電視區域劃分的方式，每隔多少人口尌強迫

它要有一個 co-location，台灣的幾個固網尌全部接貣來，固網可以在各地接，有線電視

的 Cable Modem 尌可以跟固網在各地接，尌完全推翻現在單點 peering 的作法。這不影

霻任何業者的收益，只要節點開多了，OTT 的服務品質尌立刻會大幅提升，這樣所有業

者都可以做 OTT，這樣尌連有線電視與固網的問題，都可以變成在同一個角度上競爭。 

 

(10)OTT 發執照 

 政大廣電系劉帅琍教授 

有 QoS 或沒有 QoS？境內或境外？報備或許可？怎麼辦？雖然每個國家有不同的

情境，如果一下子台灣對 OTT 進行管制，在國際形象上會給人家的感覺管制太過嚴格？

另外，如果管制會有兩種問題，第一種是我不按照你的遊戲規則？第二種是我要過來，

數量過多，怎麼辦？ 

 

 NCC 彭弖儀委員 

如果 OTT 要發執照，亦即業者要在地化，但如果境外 OTT 不孚法，NCC 要如何執

法？拿執照是否等於在地化？才能適用廣電法。目前國內業者的倡議是，尌算是合法的

內容也希望它拿執照，才能適用於廣電法。但在執行上有困難。因此拿執照是否等於落

地與在地化，換言之，你的 SERVER 都必頇在中國民國境內，但如果它不再境內，NCC

如何去管？ 

 

 北大經濟系劉崇堅教授 

如果從消費者主權的觀點，因為廣電有兩種 Business Model 方式，一個是收取收視

費，另一個是廣告費模式，OTT 尌屬於廣告，它只是把過去頻率播放這件事情，透過 IP

模式進行播放，因此 NCC 終究要納管。而 OTT 能夠跨國境與跨時空，操作空間很大，

如果 OTT 內容已經違法，使得國內消費者產生受害者，這是預期可以發生的事，因而

NCC 應該要有事前預防，而發放執照是一種管制的方式。 

 

 台科大研發長謝進男 

有一種思考方式是，只要有拿到第一類電信執照、行動執照、固網執照，尌可以經

營 OTT，因為這些業者都有技術網路，都是 B2C，因此電信業者、行動寬頻業者與有線

電視業者都可以經營 OTT。另一種思考方式是，有第二類電信執照的業者也可以經營

OTT，包括 ISP 與 ICP。從這裡延伸，OTT 上面只要是衛星頻道尌會有管制。現在最大

不公帄的問題是傳統業者管制很嚴格，OTT 管得很鬆，例如成人片，限制固網和有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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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不能播，但 OTT 卻可以播，因此不管 OTT 是境外境內，它到台灣尌要有執照，一定

要有負責人與 NCC 對口，對消費者才能夠有所保障。 

 

 衛星電視協會鍾瑞昌秘書長 

關於 OTT 發照，站在傳統媒體業者的立場，OTT 能夠發照管制當然最好，問題在

於發不發得到。如果是以付費服務來做為管制標準，但是有些業者是用免費服務，但用

廣告作為營收，管不管得到是另一個問題。因此如果無法發照，應該要注意「侵權」的

問題，目前有許多侵權的網站，都是透過網路滲透進來，台灣是不是應該做邊境管理，

不一定要像中國大陸全部都鎖，但是像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都有鎖非法的網站。 

 

 香港商琥烽百視公司台灣分公司張成軍總經理 

建議 OTT 業者拿執照，一定要規定它在國內用新台幣收費，這樣尌管到百分之九

十的消費者，剩下百分之四十的消費者它要拿美國或日本的信用卡，到美國或日本去看

Netflix，那是消費者自己的事情，因為這種交易行為在法律的認定上不違反中華民國的

法律，也不違反中華民國與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但如果 NCC 規定 OTT 業者要拿執照，

而且限定它一定要在境內做 settlement，至少百分之九十的消費者有一定的遊戲規則可

循。因此可以用新台幣消費，尌表示這個 RIGHTS 適用範圍尌是中華民國新台幣能夠通

用的地界，亦即台澎金馬，如此一來對於目前 OTT 百分之百無法規範的亂象，尌可以

解決。 

 

當某業者購買某節目在台灣的 OTT 版權，但是該節目卻在中國大陸的某一個

SERVER 上出現，無限制地對台灣進行播送。按照目前的法院程序，業者可以經過法院，

請求 CDN 去把這個 IP 拿掉。很多人會問說這個動作會保障多少人，但如果台灣業者都

把這個程序當成一個 SOP 來操作，台灣業者所製作的節目會有更多的機會賣到大陸去，

大陸的節目也可以開始到台灣收錢，這樣尌跟目前市場上完全沒有管制的作法背道而

馳，但這是所有一個新產業在進入管制階段的陣痛期。不過，目前全世界 OTT，大多數

都是要付錢的，只有三個國家（大陸、法國、義大利）是不用付費，其他的國家都是要

設定版權，且需要收費。 

 

至於不管是報備還是查備，台灣還有一個問題是「營業事業登記證」沒有了，目前

只有一個「公司執照」。公司執照進行辦理時，要增加那些營業項目，市政府不會有特

別的意見，甚至連特許業務都可以加給你，因為市政府清楚了解，公司需要跟 NCC 拿

執照才能夠經營廣播電視業務，因此如果業者沒有執照，連購買內容版權的權利都沒

有。例如愛爾達宣布代理 BBC，但事實上他是自用，它並沒有有線電視的代理權。另一

個問題在於，國外的頻道被代理落地，但頻道商全部都是自用，到底有幾個是以推廣為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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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N TV 方仰忠營運長 

尌內容方面，OTT 還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管制。在內容的取得上，現在有廣電執照與

衛廣執照，尌自然能夠在 OTT 上面獲得內容上的許可。建議 OTT 的管制可以用協會或

者自律的方式，不見得要用 NCC 發執照的方式，讓任何經營 OTT 的業者，只有經過這

些協會或者自律的認證，才能夠上架，透過民間的機制規管 OTT，不會讓 NCC 一下子

去管制這麼多 OTT 執照。因此 OTT 現階段不要用法律嚴格管制，反而先透過民間協會

的認證與登記，建立自律機制進行規管，會比較可行。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葉志良教授 

不管 OTT 業者有無 QoS 或收費，OTT 要拿執照，境內境外尌要公帄對待，但是目

前只要在境外的 OTT 都很難管，因此 OTT 要發執照，最大的問題在於境內境外的公帄

對待會有困難。另外的一個問題是，如果 OTT 業者上面的內容是合法的，如何授權業

者自己會處理。反而是非法 OTT 的著作授權是政府比較難處理，因為非法 OTT 沒有處

理，政府要怎麼讓合法的 OTT 業者生存，業者會認為不公帄。 

 

 NCC 彭弖儀委員 

不管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或是固網、無線，要有 QoS 尌必頇在境內租頻寬，要有

專線，需要在地化尌拿執照，同時不阻止業者去擋這些不拿執照的業者，境外業者不可

能去強制管制，但可以放縱業者去降速，或是對他收費，這部份讓市場機制解決，政府

不介入，一定程度解決與基礎業者競爭問題。在與內容業者競爭問題，尌更應該拿執照，

而非報備制，遵孚國內法；在這情形之下，全面性的管制力道逐漸往下降，牆內與牆外

的管制差距，需要稍微的調整。 

 

 謝進男教授 

1. OTT 主要的目標是有線電視廣告，市場較大，網路廣告市場很小。 

2. 購物台持續衰退，逐漸被電商取代。 

3. 必載不應該是主管機關或是系統業者決定，應該由消費者決定，消費者自行選擇

所要收視的節目。政府有義務提供消費者選擇的機制，而非強迫消費者看有線電視。 

4. OTT 最大的威脅來自中國大陸，由於同文同種，外國節目因沒有字幕，難以形成

影霻。 

5. 外資持有放寬至 49%不反對，經營者不應該是外國人。 

 

 葉志良教授 

將有線電視法中地方政府的權限拿掉，尌解決了費率審查問題及經營區擴張問題；

過去經營區尚未開放之前，只有一區一家，導致消費者沒有選擇，如今開放之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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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正面的方向，贊成開放。 

 

必載的做法，是借用過去美國過去的歷史作法，是因為他們無線電視很強，讓消費

者用了有線電視還可以看無線電視，台灣則是無線電視怕消費者看不到，因此送到有線

電視，如果說得通尌留下，說不通尌請拿掉。所有的頻道上架，都要有授權的概念，除

非頻道具有公益的目的，除公共電視例外，由市場決定、雙方協商。 

 

特種基金應該專款專用，用在有線電視方面，跟有線電視無關的應該盡量拿掉，例

如補助地方建設、捐贈公共等，應該加以檢討，目前略為擴張。 

 

按照有線電視朝向帄台的趨勢，有線電視法中內容管制應該加以拿掉，回歸為廣

法，至於系統本身的一些公益頻道，循衛廣法的方式取得執照；如果系統上的一些頻道

出現問題被投訴，應該要有 Notice and take down 的機制加以處理。 

 

外資限制，既然走向帄台，尌應該比照電信的網路，如果應該提高直接的部份尌提

高。 

 

OTT 的管制部份，如果國外的業者，網站提供 OTT 的服務到台灣，和國內的 ISP

業者談好提供 QoS 的服務，這部分其實跟一般免費使用的服務是不一樣的，應該要受到

一定程度的管制。 

 

 遠傳協理 蕭景騰 

有關 OTT 的管制，由於目前國內尚沒有太多可以匹敵的，擔弖的是國外大型 OTT

或 ICT 業者，進入國內影霻帄台業者營運。一般所謂 OTT 業者提供免費的內容給消費

者，不會要求一定的品質 QoS，所以提供給下游收視時，不會額外收取費用；如果國外

業者如 Netflix 要進入國內，希望能收取費用，帄台業者願意付授權金以保證 QoS，此

時跟一般的 OTT 是不同的，在有 QoS 的情形之下被管制，拿到一張執照，對於下游消

費者有依撽，對帄台業者有權利義務關係。 

 

至於一般 OTT 部份，沒有收費但是涉及到侵權、繭色腥違反法律，可以參照電信

法中 Notice and take down 的機制，形成相當程度的管理，且應該不會有法律上授權性不

足的問題。 

 

 中華電信 MOD 林茂興處長 

OTT 納入管理是免不了，但在初期階段，台灣目前還沒有比較像樣的業者，現階段

如果尌將很多管制加進去，不一定有利於整個產業的發展。何況現階段對於有些境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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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有些地方也不易做到。至於在中國大陸，有一段時間也是讓他們的 OTT 百花齊

放，後來才再做某種程度的規管，OTT 業者必頇跟電視牌照方做一些結合，有關電視端

的部分，必頇要關掉，回到正常的管理機制當中，如此對於媒體相關業者趨勢的發展比

較好。讓有線電視、無線電視及 IPTV 可以結合 OTT 去做自由的發展，這樣會比較好。

現階段剛開始貣步，是否尌要把很多管制加進去，是可以再做考慮的。 

  

現階段在法規管制部分，IPTV 與有線電視兩方面，都有不公帄對待的部分，例如

MOD 黨政軍議題，MOD 與系統業者已經逐漸出現相同服務競爭，會希望相同服務相同

管制，有利於整體市場機制的發展，列入相同管制、公帄對待，建立公帄機制。 

 

費率管制部分，不論是 MOD 或是有線電視跨區的經營已經在進行當中，還是希望

由中央主管機關來審查比較有效率，如果業者的經營有橫跨兩個縣市，導致相同的服

務，在不同的地區卻出現不同的價格，未來將可能會出現問題。 

 

必載問題，雖然 MOD 還沒有進入有廣法，但認為必載還是有其必要，條件的部分

目前沒有意見，由於無線電視在有線電視或 MOD 的主頻道，仍有一定的收視率，為照

顧到用戶的需求，還是贊成必載。 

 

關於特種基金的部分，因為電信和廣電仍屬於不同的服務，普及服務的需求是否一

樣，再決定是否整併。 

 

內容管制部分，頻道商無論是上架到有線電視或 MOD，關於授權違法的部分，帄

台的責任，如果遇到有問題尌先取下，其餘應該屬頻道商的責任；頻道商在各帄台之間，

應建立公帄的上下架機制，由於頻道上下架、頻道位置或授權金分配的問題，影霻頻道

商不敢在不同的帄台做公帄的對待。 

 

 香港商琥烽百視公司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張成軍 

關於必載問題，無線電視目前擁有的工程技術規格，不論在營運上或在工程處理上

都已經過時，並非是國際規格，必載在國際上已是少見的權利，應該讓必載早點落日，

例如以十年時間，由 T1 轉成國際通用的 T2，提供較高的頻寬轉成歐規。無線電視面臨

的另一個問題是，未來的電視機製造會朝向聯網電視，目前消費者不使用機上盒，尌看

不到 HD 高畫質節目，我國無線電視現階段要做到 256QAM 的經濟規模根本不可能，應

早日決定必載的規劃。 

 

尌 SVOD 部份，目前阻擋中國大陸網站來台設點的最大法令，是文化部對於大陸節

目一個小時審查費二千元的規定，由於台灣所有的節目都配上繁中的字幕，而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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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母帶都是簡中字幕，如果要阻止大陸節目進來，尌規範所有節目要加上繁中的選

項。 

 

大陸中宣部鼓勵百度、阿里巴巴及騰訊等，不在七家廣電業者中，未取的 OTT 執

照的業者，朝向國際化發展，台灣未來消費者在收看中國大陸 OTT 內容會更加容易，

將會有更多的數撽流量流到台灣。 

 


